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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品質 追求卓越

醫學的目的在增進人類的健康福祉

優質的醫學教育更是培育良醫的重要關鍵

醫學教育品質認證制度的精進

為未來醫師的專業知能與素養品德奠立良好的根基

以守護民眾生命健康

TMAC走過 20年的歲月，篳路藍縷，用心耕耘 

以不斷提升臺灣醫學教育的水準為使命

守護醫學教育品質我們始終堅持

追求醫學教育卓越我們更將戮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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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賀 文 與 序 文

曾任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董事長、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名譽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教育部部長

考試院院長

黃榮村

祝賀 TMAC 20週年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HEEACT）於2005年12月成立，臺灣醫學院評

鑑委員會（TMAC）則於隔年改隸HEEACT迄今，若加上改隸前的成立運作則

已歷20年，負責國內13所醫學院（尚未包括牙醫、中醫在內）的專業評鑑，包

括基礎與臨床教育以及醫學人文教育在內。

TMAC開大學系所評鑑風氣之先

TMAC評鑑是一般大學系所評鑑之先行者（技職校院系所評鑑早已行之有年，

但一般大學的正式系所評鑑則在HEEACT成立後於2006年才開始進行），它同

時推動醫學人文評鑑，可視為國內通識教育評鑑的先行者之一（正式的7所研

究型大學通識教育評鑑，由教育部顧問室於2004年完成第一份報告）。TMAC

對國內醫學教育的改善實例甚多，可說具有相當開創性的實質貢獻。

由於TMAC的成功，帶動了幾項相關的評鑑工作，如TNAC（護理）、TDAC

（牙醫）、與TPAC（藥學）等項，公衛的國際認證與中醫的評鑑也在討論及

推動之中，這些相關評鑑應可從TMAC學到相當多的經驗，但目前還是以

TMAC遙遙領先，除了有積極推動的歷史因素外，也與TMAC一開始就走國際

比較的框架與持續挑戰國際認可機制，陸續通過NCFMEA與WFME認證的

長期努力有關。

TMAC為臺灣醫學教育國際認證立功

系所評鑑對於某些國家或專業領域仍屬必要，世界各國的醫學系2023年起

（註：因應COVID-19疫情，WFME已宣布延至2024年起），若未被「世

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FME），與美國「外國醫學院畢業生教育委員

會」（ECFMG）認可的組織評鑑通過，該系畢業生將無法前往美國訓練或

行醫，因此即使現在教育部已不再強制做系所評鑑，各醫學系也不得不

做，以免影響學生權益。日本與中國以前並無類似我們的TMAC機制，現

在也都設立運作了。TMAC領先於2019年通過WFME認證，效期10年，就

是在這種氣氛下推動成功的。同樣的，HEEACT已備好所有資料，2020年

將在「國際高等教育品質保證聯盟」（INQAAHE）專業小組的訪查下，進

行認證。

臺灣的醫學教育與高等教育認可機制，已逐步完成國際認證的最後拼圖，

正表示臺灣的評鑑與認可機制，已與國際先進國家同步，其中TMAC更是

走在前面的先行者，值得特別記上一筆。TMAC已走過虎虎生風的20年，

祝今後更能百尺竿頭，繼續對提升臺灣醫學教育的長足發展，做出重大貢

獻。

嘉
勉
及
賀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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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賀 文 與 序 文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執行長、全球高等教育品質網絡(INQAAHE)副理事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侯永琪

帶領臺灣邁向全球
醫學教育的領航者

臺灣醫學教育發展在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於2000年成立之時，即意味著，臺灣醫學專業領域已邁進了

品質保證的新紀元，至2020年已20 週年。

臺灣醫學教育評鑑之濫觴

由於在1998年美國教育部「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NCFMEA）提出

臺灣當時並無專業獨立的醫學教育評鑑專業機構，以能確保醫學教育品質與美

國之比擬性（comparable），故在黃崑巖教授積極推動下成立臺灣醫學院評鑑

委員會。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主要目的除了在建立一套公正且國際化的評鑑制度，也

希望藉此提升臺灣醫學教育之國際聲譽，2006年並與臺灣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建

立夥伴合作關係，共享評鑑作法與資源。

成功獲得國際認可之殊榮

TMAC自創立以來，在國內醫

學教育學者、委員之共同努力

耕耘下，建立與國際同步之評

鑑制度、標準與程序。至

2001年開始展開國內所有醫

學系評鑑工作，目前已完成三

輪評鑑，不僅成功地協助各醫

學校院確保醫學教育品質，檢視其辦學成效及教學品保，促進醫學教育的

品質提升，也積極協助各國醫學院評鑑制度建立及實地訪視，參與國際醫

學會議，多次在國際上分享介紹臺灣醫學教育評鑑制度成果。

2019年，TMAC已獲得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 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的認可殊榮，成為全球認可之醫學評鑑機

構。

祝福TMAC永續開展新猷

身為同是國內品質保證機構的一員，我非常感謝能藉此機會對TMAC長期

以來奉獻臺灣醫學院評鑑之主委、執行長、評鑑委員及所有工作同仁致上

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同時祝福TMAC能永續發展，並期盼能持續在全球醫學教育品質保證及評

鑑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為臺灣醫學教育開創新頁、領航世界！

嘉
勉
及
賀
詞

曾任亞太品質網絡(APQN)副理事長（20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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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賀 文 與 序 文

TMAC主任委員、國立臺灣大學副校長

張上淳

與臺灣醫學院攜手共進

今年是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

成立滿20週年的日子，這對臺灣醫學教育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臺灣的

醫學教育可回溯至1897年，當時是日本因馬關條約而占領臺灣的第三年，日本

政府於1895年登陸臺灣後，為了醫療需求，當年即設立了臺北病院，而後認為

需要培育本地的醫師，而於1897年設立了「醫學講習所」，1899年改成立「臺

灣總督府醫學校」，也就是臺大醫學院的前身，直到1949年國防醫學院隨政府

由北京撤退至臺灣設校，臺灣才有第二家醫學院校。至1950年以後陸續設立更

多的醫學院校，當時各醫學院校之醫學系設立之後，基本上都是以臺大醫學系

的課程架構為藍圖，採用大致相類似的課程，年復一年的為臺灣培育了相當多

的醫學人才。然而，長久以來臺灣卻遲遲沒有一個正式的為醫學教育品質把關

之機制，以致於1998年黃崑巖教授等人赴美國NCFMEA答辯說明臺灣的醫學教

育時，被認定為與美國醫學教育Non-comparable的結果。隨後黃崑巖教授籌設

成立TMAC，希望有一個在各醫學院校之外為醫學教育品質把關的單位，

TMAC因而於2000年9月正式成立，並隨即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時至今日已

滿20週年。

在過去的20年中，TMAC歷任主任委員帶領著歷屆委員，胼手胝足地為台 

醫學教育的改進而努力，除參考美國、澳洲的醫學院評鑑制度與內容，開

始了臺灣的醫學院評鑑制度，並積極參與國際醫學教育組織，進行國際交

流。於累積了相當經驗後，隨著國際醫學教育與醫學教育評鑑制度的發

展，TMAC也漸次改進臺灣的醫學院評鑑制度與內容，包含評鑑準則的修

訂、TMAC委員制度的更新與調整等，更制度化的完善各項工作，並於

2019年獲得WFME的認可通過。

此外，在過去的20年中，臺灣各醫學院校也持續努力將各校的醫學教育加

以改善，向上提升，這些進步或多或少也受到TMAC的評鑑、認證的影

響，相信也是身歷其中的許多人的共同看法。TMAC長年的努力，臺灣的

醫學教育的持續進步，於此TMAC 20週年慶的時候，TMAC委員一致認為

應將過去這些對臺灣醫學教育有重要意義的歷程加以整理、記錄下來，因

此決定出版此TMAC 20週年的紀念專刊。相信經由相關資料的整理、收

集，歷任相關重要參與人員的回憶或口述，可以完整地將過去20年來

TMAC所走過的路，TMAC對臺灣醫學教育的影響，以及國際參與，可以讓

大家更清楚的認識TMAC，也期待TMAC在一棒接一棒的傳承中，繼續對臺

灣醫學教育的發展與提升有更大的貢獻。

主
任
委
員
序

曾任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TMAC第六、七屆執行長（2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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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賀 文 與 序 文

TMAC見證臺灣醫學教
育成功的轉型

執
行
長
的
話

楊仁宏

因為一個「不相比擬」(non-comparable)的評價，揭開了臺灣醫學教育評鑑的

濫觴。

1998年，黃崑巖教授及李明亮教授受教育部委託，代表臺灣第二度接受美國教

育部「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NCFMEA)的審議，得到「不相

比擬」的結果，指陳臺灣醫學教育之十大缺失，對台灣醫界是一記當頭棒喝；

因此，在黃崑巖教授的努力奔走下，獲得國衛院吳成文院長的推薦，教育部與

全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的支持，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終於在2000年9月29

日正式成立，開啟了臺灣醫學教育的評鑑制度。

TMAC走過二十年，篳路藍縷，在創會主任委員黃崑巖教授及歷屆主任委員、

執行長和所有委員的共同努力下，逐漸萌芽茁壯，TMAC從初創奮進、完備制

度、接軌國際，也屢屢締造新猷，分別於2002、2009及2017年三度通過美國

教育部NCFMEA的認可為「可相比擬」(comparable)，更於2019年獲得世界醫

學教育聯合會(WFME)的認可，受到國際醫學教育學界的肯定與推崇。

二十年來，TMAC見證臺灣醫學院教育的轉型與發展，各醫學院校啟動慎選醫

學生納入面談質性評估的機制；重視醫學人文，發展基礎與臨床醫學的整合課

程，鼓勵創新教學及多元評量；敦促各校保障醫學院系的教學資源，改善醫學

院與教學醫院之間的行政架構，重視教學團隊的有效運作、落實床邊教學；普

遍設置CFD、制定教學型主治醫師制度、推動教師分流制度等重大成效。不可

諱言，TMAC對於提升臺灣醫學

教育的品質，扮演重要關鍵影響

的角色。

2017年教育部宣布未來大學系所

評鑑，由強制評鑑改為大學自主

辦理品質保證，因此醫學系評鑑

也須配合改為尊重各校「自辦」

或「委辦」。為了維護臺灣醫學

教育品質以及與世界醫學教育無

縫接軌，2017年5月全國公私立醫

學校院院長會議決議，各醫學校

院一致同意支持TMAC繼續辦理

臺灣的醫學教育評鑑(認證)工作，

以確保臺灣的醫學教育品質、守護醫療照護品質。

本專刊由歷屆主委、執行長、委員、工作同仁及各醫學校院的師長們的熱心支

持，陳述TMAC的發展歷史，作為見證過去二十年臺灣醫學教育評鑑及認證制

度的發展歷史。感謝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黃榮村前董事長及侯永琪執行長親賜祝

賀文稿與勉勵，深刻感受中心對TMAC的重視、支持與期勉。

特別要感謝許多國際醫學教育前輩朋友長期給予TMAC堅定的支持、指導與鼓

勵，TMAC得以穩健的成長，更難能可貴的是獲得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前主席

Dr. Hans Karle、副主席暨韓國大學名譽教授Dr. Ducksun Ahn及現任主席Dr. 

David Gordon、亞太醫學教育學會(WPAME) 前主席Dr. Michael Field及現任主

席Dr. Dujeepa Samarasekera、美國的FAIMER榮譽主席Dr. John Norcini；美

國醫學教育評鑑機構(LCME)秘書長Dr. Dan Hunt；日本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

(JACME)主席Dr. Nobuo Nara等國際醫學教育評鑑機構的負責人親自撰文，祝

賀TMAC二十週年慶，更是深感榮幸。

最後，要感謝TMAC辦公室朱宥樺(已離職)、張曉平及鄭國良三位秘書任勞任怨

對TMAC的全心奉獻；並感謝所有曾經參與TMAC規劃、創立、發展的醫學教

育先進們在百忙中撥冗撰文同慶TMAC二十週年，完成此本兼具「歷史性、傳

承性、展望性」的紀念專刊，為TMAC留下歷史的見證! TMAC企盼在各界醫學

教育先進的共同努力下，攜手邁向下一個璀璨的二十年、一百年！ 

TMAC執行長、彰化基督教醫院協同教育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

曾任慈濟大學醫學院院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院長、TMAC第五∼七屆委員（2012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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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ming Together
立業

工業 4.0的科技時代

醫學教育與醫療科技不斷創新與蛻變

臺灣的醫學教育面臨嚴苛挑戰

前輩的前瞻睿智領導，走過篳路藍縷

TMAC因而誕生

TMAC以專業、公正、客觀為基石

建立我國醫學教育品質的認證制度

TMAC成為臺灣唯一醫學教育品質的認證單位

更讓臺灣與國際的醫學教育無縫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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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教育部自1975年即開始辦理大學學門評鑑，並以評鑑結果作為各校輔導、獎助以及

核准申請案的參考。1994年大學法公布之後，教育部於1997年開始試辦大學校務綜合評

鑑。

美國的學術界在1970年代正值績效責任運動時期，美國有不少立志學醫子弟前往國外習

醫，並獲得美國政府所背書的助學貸款。但不少在學成回國之後，卻遲遲不能通過美國

醫師執照考試。美國國會因此敦促美國聯邦政府教育部設立調查各國評鑑醫學教育之機

制，以瞭解這些國家如何維持醫學院的教育品質，以及評鑑機制是否與美國可相比擬

(comparable)。美國教育部遂於1992年在高等教育部門下，依據美國聯邦家庭教育貸款

計畫(Federal Family Education Loan Program / William D. Ford Direct Loan Program)

所需的條件，設立了「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簡稱NCFMEA）。

NCFMEA主要評估美國子弟就讀之國外醫學院的評鑑機制，並將其與美國評鑑醫學院之

嚴謹度相較是否可以比擬。該委員會評估之後，裁定結果分為二類，一為「可相比擬」

(comparable)，意指與美國評鑑機制不相上下，二為「不相比擬」(non-comparable)，

意指不如美國之評鑑機制之品質，會影響就讀該國醫學院之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申請美

國教育部學生貸款的資格。

TMAC第七屆主任委員、第六屆執行長

TMAC第七屆執行長、第五~七屆委員

TMAC第六、七屆主任委員、第五屆執行長、第二~七屆委員

TMAC名譽主委、第五屆主任委員、第三、四屆執行長、第一~五屆委員

TMAC秘書

共同執筆

張上淳

楊仁宏

林其和

賴其萬

張曉平

臺灣教育部在1995年接獲NCFMEA來函，請教育部提供臺灣醫學院評鑑之資料，1996年

NCFMEA依據這些資料，判定臺灣醫學院評鑑制度與美國的醫學院評鑑制度「不相比

擬」。1998年10月8日教育部高教司黃碧端司長邀請黃崑巖教授、慈濟醫學院院長李明

亮教授等人為代表，前往NCFMEA的審議會進行答辯，然而準備的有利評鑑的資料不

足，且當時臺灣缺乏獨立公正超然的醫學教育評鑑機構，因此NCFMEA重新審核後，仍

維持1996年「不相比擬」之裁定。

黃崑巖教授回國後乃撰寫「美國教育部國外醫學教育與認可委員會-會後報告」，詳細說

明會議目的、會議準備、美方對我國裁定之依據和理由、該次參會過程、以及陳述我國

為何必須爭取「可相比擬」的評定給教育部參酌。NCFMEA裁定臺灣為不相比擬的理由

如下 (1998)：

1. 臺灣無獨立而中立之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

2. 我國未提出實據，說明對下列各項目有關醫學院管理之質疑：

(1) 醫學院負責人(院長或系主任)的經歷與資格標準

(2) 醫學院執行教育有無符合大眾利益及專長理想

(3) 醫學院教師之經歷與資格

(4) 醫學院行政人員的能力、效率以及資格問題

3. 我國未提出實據，說明下列有關課程之質疑：

(1) 以筆試評量知識之外，有無評估學生看病的技巧

(2) 除了基礎與臨床課程之外，是否有足夠的倫理、行為及社會人文等課程

(3) 實習醫學生(clerkship)的床邊教學如何進行

4. 我國未能對下列質疑，提出滿意的答覆：

(1) 如何確定入學學生性向，如何確定學生適合從醫。

(2) 如何考核學生? 臺灣醫學院評估學生傾向知識的測驗題，檢測學生的一大堆片段知

識。

5. 教學設施與資源之利用方面：

(1) 教學設施與資源與學生人數比例是否適當

(2) 師生比是否恰當

(3) 圖書館資源是否足夠，NCFMEA認為臺灣在評鑑過程中，看不出追蹤與稽查各醫

學院在資源支配是否繼續努力。

6. 認為我國無明文規定評鑑週期。

7. 認為我國未能明確說明醫學院評鑑工作，如何確保中立及做到利益迴避，以及如何有

效督責醫學院改進缺點。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的緣起與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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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認為我國未能充分說明，評鑑是否以訪視方式進行。教育部所提出的資料在NCFMEA

認為係屬補助採購教學設施的專案計畫，而非所謂的定期評鑑。

9. 質疑評鑑人員之資格與經歷是否稱職。

10. 認為我國沒有明文規定評鑑標準，也沒有評鑑不合格時之處置

黃崑巖教授擔憂NCFMEA的評定結果短期，雖對臺灣各醫學院無直接影響，但審議報告

中所指陳臺灣醫學教育評鑑之諸項缺點，包括沒有專責之評鑑單位、沒有制度化評鑑標

準和程序、沒有定期的評鑑..等，雖然僅是美國籍的子弟來臺灣學醫拿不到美國的獎助學

金，但長遠來看，確有可能影響我國醫學人才在國外訓練與儲備之機會，以及影響國外

對臺灣醫學發展之評價。且NCFMEA所指出的問題，皆因臺灣醫學教育保守，許多醫學

教育的理念與措施落後美國至少二十年，而一試定江山的醫學生招募方式更是弊多於

利。因此黃崑巖教授遂向教育部提出應建立制度化醫學教育評鑑系統的建言。當時，黃

教授任職於國衛院，吳成文院士時任國衛院院長，吳院長建議臺灣要做醫學院評鑑有兩

個重要先決條件必須完成：一是所有醫學校院院長同意、二是教育部同意政策支持；由

於上述兩個條件都順利完成，才有獨立而公正超然的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的設立的契機。

因此1998年12月16日教育部召開研商醫學院評鑑事宜會議，邀請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

長代表、衛生署、高教司代表以及前往華府答辯之代表，經研商後決議委由財團法人國

家衛生研究院（以下簡稱國衛院）規劃及辦理醫學教育評鑑相關事宜。吳成文院長以國

衛院作為國家最高醫學與衛生研究的機構，且可獨立於各醫學院之外，故同意在國衛院

成立「醫學院評鑑規畫委員會」，並推薦黃崑巖教授擔任召集人，與下列學者專家組成

「規畫委員會」。 (依照姓氏筆畫)：

黃崑巖教授(召集人) 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員、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創院院長

王乃三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院長

宋瑞樓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明亮教授 慈濟醫學院院長

張仲明教授 國家衛生研究院處長

黃伯超教授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俊傑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黃達夫教授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內科學教授

黃碧端教授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

曾志朗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校長

謝博生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

Professor James Pittman 美國阿拉巴馬州立大學伯明罕校區醫學院卸任院長

「規畫委員會」於1999年5月開始啟動，11月完成階段性任務而結束，期間完成擬定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之組織設置辦法、訂定評鑑準則。教育部亦於2000年 8 月 25 日

正式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主導成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簡稱醫評會)，醫評會乃於

2000年9月 29日正式成立。黃崑巖教授考量委員會未來定位須能與國際接軌，並順利加

入國際組織，評鑑委員會的中文名稱命名為「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英文名稱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簡稱TMAC)則是由美國阿拉巴馬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UAB)醫學院院長Dr. James A. Pittman，參考澳洲評鑑委員會

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 (AMC)的名稱而命名。

1999年7月黃崑巖教授以觀察員身分參加AMC於西澳大學醫學院連續五日的實地評鑑，

學習AMC評鑑程序和評鑑委員於現場的查證和與學校人員之互動溝通，回國後即著手草

擬臺灣醫學院評鑑準則，於同年8月26日的第二次規劃委員會議中完成醫學院評鑑準則草

案，草案內容請黃俊傑委員作文字修飾，並送全國各醫學校院負責人審閱。

2000年完成評鑑準則(第一版)，相較TMAC現行的準則，第一版著重以概念式方式敘寫

醫學教育的理念與內涵，評鑑項目包括：行政、分院、教學，(課程之設計與推行、課程

內容、學生學業之評估、選擇學生、學業諮詢、生涯規劃、學習環境)、教學資源的利用

(經費、一般設施、師資、圖書館、臨床教育資源)、結語等七大部份。

同時期，時任成功大學醫學院院長的王乃三教授與張文昌教授，接受教育部委託進行

「醫學院醫學系之審核與定期評鑑之標準研究計畫」，規劃委員包括李明亮教授、黃伯

超教授、黃崑巖教授、胡俊弘教授、謝博生教授等人，加上吳德朗教授、侯勝茂教授、

蔡瑞熊教授、林中生教授、郭盛助教授、楊照雄教授、謝明村教授、洪傳岳教授、蔡作

雍教授等共同參與此項研究，蒐集包括美、加、日、法、澳等國家的醫學院評鑑制度之

資料，最終以美國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 以下

簡稱LCME)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其委員會運作、評鑑委員的組成、評鑑程序、評鑑結

果的裁定、以及學校需填寫的基本資料(Data Base)，以修正成適用臺灣實施的評鑑制

度。

此研究計畫參考LCME的Medical Education Database制訂學校填寫的自我評鑑報告格式

(第一版，1999) ，內容分為三部份：

1. 基本資料(Database)：此部份參考LCME的自我評鑑格式設計，在不同的評鑑大項目

下，學校依照實際情形回答項下的問題，例如：「貴院如何告知教師、住院醫師及學

生，有關貴院的醫學教育目標？」。基本資料的項目包括：目標、行政與管理、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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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醫學生、資源、醫師繼續教育、研究、基礎醫學學科、臨床學科。

2. 陳述資料(Narrative)：此部分共有37個表件，多為開放式敘述的表格，少部分為量化

數據的表格，目的是讓受評學校針對辦學過程中，如何達到教育目標及治校的成效，

進行自我的評估，並客觀地陳述。這表件之格式和內容，主要是參考1997年教育部邀

集專家學者所編纂的「大學綜合評鑑試辦計畫評鑑手冊」附錄「基本資料表件」，再

針對醫學教育的專業內涵、課程結構上的特殊性、和經費資源的需求，進行修改和調

整，例如增加了：學生習醫潛力與性向、基礎與臨床課程品質的維持、臨床課程的安

排、臨床技能的評估、人文與通識教育、PBL課程的規劃、師資品質提昇與因應不足

之對策、教學成效的規劃、興辦醫學教育之危機等表件。

3. 六項綜合評分表：受評學校針對教學、輔導、研究、服務、行政、及總結（績效）等

六個分項，自我評估並陳述其特色、和待加強事項。

壹、2000-2005 TMAC組織及評鑑草創階段

一、完成階段性籌備工作，委員會開始運作

2000年8月1日，教育部正式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簽約實施醫學院評鑑五年計畫，醫評會於

2000年9月29日正式成立，同時召開TMAC第一次委員會議，並於2001年開始醫學系的

實地訪視。

第一屆委員會委員之產生方式，依據規劃委員會制訂之設置辦法，係由教育部推薦3名、

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推薦3名、國衛院推薦5名組成，成員包括黃崑巖教授、張

仲明教授、何曼德院士、黃伯超教授、黃達夫院長、胡俊弘校長、王乃三院長、張心湜

教授、陳定信院士、賴其萬教授和謝博生院長等11位，並推選黃崑巖教授擔任主任委

員。委員任期三年，任期屆滿由原推薦單位至少改選三分之一組成新委員會。委員會的

主要職責在於研擬改進評鑑程序及準則，並執行實地評鑑、報告撰寫及評鑑結果的裁

定，確保醫學院畢業生可為病人提供水準以上的醫療服務、以及與國際醫學院評鑑機構

保持密切聯繫與合作等事項。由於委員皆非專任，且眾多身兼學校或醫院的主管職務，

因此一年至少召開二次會議，分別於每年3月及7月召開會議處理評鑑相關的工作事宜，

包括決定當年度受評學校、決定評鑑訪視小組委員及訪評內容重點、對評鑑準則及自我

評鑑表格作必要之修正、督促學校於評鑑六個月前繳交自評報告、建立維持評鑑人才

庫、審查評鑑小組評鑑報告並裁定評鑑結果等事項。

二、制定評鑑準則及程序，正式啟動醫學院全面評鑑

我國現有醫學系依照設立的先後順序，分別為臺大(1897)、國防(1901)、高醫(1954)、中

國醫大(1958)、中山醫大(1960)、北醫(1960)、陽明(1974)、成大(1984)、長庚(1987)、

慈濟(1994)、輔仁(2000)、馬偕(2009)、義守(2019)等共13間醫學院醫學系。TMAC於

2001年春季正式啟動醫學系評鑑，全面評鑑需時四天，在有限的人力資源情形下，為兼

顧評鑑品質，遂自2001年開始分梯次、逐年評鑑三間學校的方式展開第一次的全面評

鑑，至2003年為止，已有畢業生的10所醫學系皆已完成過第一輪的全面評鑑; 新設立的

醫學系是每年實施訪視，至有第一屆畢業生產生時，始實施正式全面評鑑，並給予評鑑

結果(在此之前皆為新設立學校觀察中的狀態)。因此輔仁大學醫學系和馬偕醫學院醫學

系，則分別於2001年、2010年開始第一次的訪視。

2003年TMAC實地訪視。

2000年9月29日TMAC第一次委員會議 (圖中為教育部曾志朗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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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學校有充足時間準備資料，訪評前六個月，受評學校就治校目標、行政、教學(包括

一般基礎及臨床教學)，學務、輔導、研究、服務等項目，依照TMAC訂定之自我評鑑格

式，撰寫自我評鑑報告，TMAC於評鑑一個月前將學校自我評鑑報告分送訪評委員審

閱。全面評鑑為期四天，追蹤評鑑則視需追蹤之項目及訪視範圍為一至二天的重點評

鑑，訪評小組成員約7至9人。受評學校需提供評鑑期間的所有學生課程表，訪評委員方

得以選擇要旁聽觀察上課情形、教師教學、教學設施等。訪評小組在每日行程結束接著

討論與交換當日發現與心得，最後一晚的會議尤其重要，訪視委員對於各評鑑項目需進

行共識討論。2003年因爆發SARS疫情，原於春季(學年度的下學期)實施的實地評鑑因而

展延至秋(學年度的上學期)，至今TMAC仍維持於秋季(10至12月間)訪視。

2001年2月TMAC編纂《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評鑑手冊》(簡稱TMAC評鑑手冊)，內容經全

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審閱通過，並印製分送各醫學校院及參與評鑑的訪評委員。

TMAC參考LCME的《醫學院組織功能與構造》(Functions and Structure of a Medical 

School)，編成評鑑手冊，內容載明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組織與職掌、評鑑目的及對象、評

鑑標準之訂定、自我評鑑之實施、訪視評鑑之實施、受評學校、評鑑委員會之決議與報

告等整個評鑑制度運作的規則。

評鑑委員的組成：此時期的訪評小組成員主要為醫學教育界人士，但可包括非醫學教育

領域之專家學者，並包括有兩位來自國外之華裔醫學專家，以提供更寬廣的視野。而訪

評小組的成員同時需考量區域、公私立學校代表平衡性。TMAC在2001至2003年間每年

皆舉辦訪評委員講習會，以期讓每位訪評委員了解訪評之目的、過程與步驟。評鑑報告

之內容主涵蓋三大部份：

1. 受評學校該次全面評鑑時的概況，或者是受評學校前次評鑑的建議改進事項(該次為追

蹤評鑑)。

2. 訪評委員於訪評現場針對行政與資源、教學、研究、學生事務與輔導、教師等各項目

的之觀察所見，列舉優點與缺點。

3. 報告的最後則是針對各項目進行總結與建議。

TMAC評鑑相當著重質性的評估，認為醫學教育品質並非量化數據能決定，因此評鑑結

果皆於TMAC的委員會議中，針對受評學校之評鑑報告內容進行審慎、充分的討論後，

依其待改進事項對醫學教育品質影響之嚴重性，決定評鑑結果係「通過」、「有條件通

過 (待觀察)」、或「不通過」，並將報告函送受評學校。評鑑結果報告送交教育部，公

布於高教司網站。評鑑通過的效期為五至七年。

TMAC深知醫學教育的品質維護以及持續改進的重要性，在評鑑通過的效期內，仍會視

評鑑委員所指出之改進事項進行追蹤複查，以提升改善機制的落實，並確保學校改善方

向沒有偏離TMAC準則之期待。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 (待觀察)」或「不通過」者，

TMAC於三年內針對待改進項目進行追蹤；被評為「待觀察」之醫學院，僅由原訪評小

組中選擇二、三人前往觀察; 評為「不通過」之醫學院，TMAC另組新的訪評小組進行重

新評鑑，程序與一般定期評鑑相同。TMAC在2001至2003年之間，陸續完成共10所醫學

系的第一次全面評鑑，評鑑結果僅1間為通過，7間為有條件通過，2間為待觀察。輔仁大

學醫學系為2000年新設立之學校，每年皆受小規模訪視，直至第一屆學生畢業，始接受

正式評鑑，在此之前的訪視結果皆為「新設立學校觀察中」。 

三、TMAC評鑑與醫學教育政策無縫銜接

2000年黃崑巖教授擔任TMAC主任委員之際，教育部亦邀請黃崑巖教授擔任教育部醫學

教育委員會常任委員兼召集人，賴其萬教授同時為醫教會執行秘書，在醫學教育的品質

評鑑及政策面能有一貫的呼應與配合。2003年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公布了由黃崑巖教

授撰寫的醫學教育白皮書，指陳臺灣醫學教育的現況和問題，教育部並依此訂定「推動

醫學教育改進計畫」（簡稱改進計畫），針對白皮書中所指陳問題，訂定近程、中程與

遠程改善目標及執行方式，執行成效則於評估則於2005-2009年期間，並委由TMAC針對

六年改進計畫對各醫學院（系）自2005年開始，每隔一年實施近程、中程、遠程目標的

評鑑，時間上與TMAC評鑑合併執行。

回顧醫學教育白皮書問世、到TMAC評鑑項目納入教育部訂定六年改進計劃的各階段目

標，若將各面向橫向與縱向的對照檢視，經由白皮書指陳的缺失、改進計畫之實施要

領、及各醫學院醫學教育改革的努力，TMAC在此關鍵時刻亦扮演著trigger、檢視與品質

保證的角色，對於臺灣醫學教育的發展與影響顯著，由表一整理近20年醫學教育白皮

書，可看出對於TMAC及各醫學院系醫學教育發展的關聯性。

2003年國防醫學院第一次實地評鑑(訪視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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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醫學教育白皮書」與臺灣醫學教育發展之對照

探討

面向

醫學教育

白皮書

教育部推動醫學教育改

進計畫之實施要領

TMAC評鑑項目與重點
 (準則之精神)

現今醫學教育發展

醫學教育

的大學基

礎教育

黃崑巖教授當

年以「不先學

做人，焉能成

為良醫?」指
出當時我國醫

學教育受國內

大專教育嚴重

偏向職業教育

之波及，故偏

重醫學知識的

傳授，忽略了

培養關照病人

權益所需要的

基本素質，缺

乏通識博雅教

育。

修正通識課程，建立

「先學做人，再當醫

師」的理想目標。

醫學系課程內容必須包

括通識教育與醫學人文

教育，且須有負責規劃

與執行通識與醫人文課

程之單位。

各醫學院重視通識與醫學人

文教育，初期TMAC強調
一、二年級「淨空」專業課

程，以注入醫學人文。近幾

年醫學人文普遍受到各校重

視，各校課程調已整普遍將

醫學人文持續地在醫預科、

基礎醫學、臨床醫學課程階

段進行「縱貫整合」，醫學

人文議題透過PBL教案、臨
床個案討論、床邊教學等融

入課程。  

行政架構

醫學教育被限

縮為學系的格

局，加上低學

費政策，使醫

學院經費拮

据，資源有限

影響醫學教育

發展空間，也

間接影響醫學

院院長對附設

醫院院長的指

揮權。

爭取教育資源，改善醫

學院教學研究基礎建

設。

1. 醫學系應有充足的資
源和經費，且辦學經

費來源除了學雜費

外，應有多種管道。

2. 強調醫學院或醫學系
必須能掌握附設醫院

或主要合作教學醫院

的臨床教學計畫。

1.大學及醫學院認知醫學系
相較其他學系須投入相當的

資源和經費，方得以維持高

品質的醫學教育。

2.各醫學院普遍發展出醫學
院院長、醫學系主任或副院

長兼任教學醫院副院長或醫

教部主任的趨勢，使醫學院

醫學系的教學目標能順利貫

徹於臨床教學。

教師教學

1. 教學方法重
知識傳授不

重引導。以

及缺乏改善

教學的動

機。

2. 升等偏重研
究，影響教

學品質。

鼓勵各校設立教師發展

中心(CFD)或類似單
位，增進教師教學技

巧。

1. 醫學院的教師延攬、
續聘、升等、解聘必

須有明確的政策。

2. 學校應設置教師發展
中心或類似單位，以

協助教師專業發展。

1.各醫學院皆有設置CFD或
類似功能的單位；教學醫院

普遍設置醫教部。

2.為鼓勵臨床教師投入教
學，推動教師分流制度，各

醫學院皆訂定教學型教師的

升等機制，以改善升等過於

偏重研究的情況。

探討

面向

醫學教育

白皮書

教育部推動醫學教育改

進計畫之實施要領

TMAC評鑑項目與重點
 (準則之精神)

現今醫學教育發展

基礎與臨

床課程

基礎與臨床課

程的關聯性不

夠。

基礎及臨床醫學整合，

醫學專業課程規劃於醫

三至醫六的四年內完

成，避免過早在一二年

級放入專業課程，排擠

博雅教育空間。

醫學系的課程必須包括

實證醫學及醫學基本原

則暨其科學概念，以建

構學生解決健康和疾病

問題的能力。

各醫學院皆努力在課程規劃

設計上，進行基礎醫學與臨

床醫學的整合，以器官系統

模組來安排課程，以減少重

複的課程。 

醫學生的

招生和評

量

以考試成績錄

取，沒有面談

甄選機制。評

量僅著重測驗

分數成績，不

重視態度和行

為的面向。

漸進擴增醫學系甄選錄

取比例。改進成績評量

方式，納入質化項目與

表現紀錄。

醫學系甄試學生的工作

應有組織健全的校甄試

委員會、甄選制度公正

公開且公平、並能對甄

選品質進行檢討與改

進。甄選過程步驟可由

各校依其特色而自訂，

但必須涵蓋足以選擇在

智識、為人、性格、情

緒方面都能適任醫師的

學生的方法，不能只看

紙筆測驗成績。

目前醫學系入學管道多元，

包括繁星推薦、個人申請、

以及指考分發，除了檢視學

業成績及考試分數之外，也

包含態度和技能的表現，各

校並皆納入了面談的機制，

部分學校引進新式的甄試方

法，例如採用MMI或PBL小
組討論方式進行選才。 

臨床實習

應廢止見習，

落實床邊教學

與值班。

教育部和全國公私立醫

學校院院長會議研議規

劃完成床邊教學實施內

容，廢止見習制度。透

過TMAC評鑑觀察各校
規劃實施內容及臨床教

學推動成效。

1.學生臨床教育期間，
應於主治醫師督導下實

際參與診療工作，而學

生實習期間應遵循行為

準則。

2.臨床實習期間，學生
應承擔適當的臨床工

作，以確保獲得足夠的

實作經驗。

3.建議廢除「見習」一
詞，落實床邊教學。

4.臨床實習的教學非常
強調的要有完整的教學

團隊，包括主治醫師、

住院醫師、和實習醫學

生。其中住院醫師也被

視為臨床階段第一線的

教師 (residents as 
teachers)。

1.各醫學院系已宣示廢止見
習制度，重視臨床的門診教

學、床邊教學等實施情形，

以逐步落實動手做、做中學

的「實習醫學生」制度，並

安排醫學生承擔適當的臨床

工作，以確保獲得足夠的實

作經驗。

2.各校附設醫院或醫學系的
主要教學醫院普遍推動實習

醫學生應納入完整的教學團

隊包括主治醫師、住院醫

師、和實習醫學生。住院醫

師也被視為臨床階段第一線

的教師，並安排教學技巧訓

練課程，以使住院醫師參與

指導實習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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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MAC推進醫學人文教育的實踐

2007年教育部顧問室副主任黃寬重教授和蔡甫昌教授等人與時任醫教會執秘的賴其萬教

授研商，於2008年推行「醫學人文教育核心團隊」(Medical Educators for Humanities簡

稱MEH) 計畫，由賴其萬教授、陽明大學宋晏仁教授和張燕娣醫師等擔任計畫執行，成

立核心團隊邀請國內11所醫學院校關心醫學人文教育的師資代表組成，有臨床醫師、基

礎醫學及人文的教師，瞭解醫學生對醫學人文的看法、種子師資，國外研習舉辦醫學人

文講座並舉辦「醫學人文教育工作坊」邀請醫學生、臺灣醫學生聯合會幹部、住院醫師

代表參與提供意見及討論「醫學生如何參與推動醫學人文教育」等議題。

TMAC參考MEH計畫執行的結論，於2010年修訂評鑑準則時將醫學人文的定義範疇與核

心能力、醫學人文與通識教育的區隔、醫學人文教育之負責單位、醫學人文課程的師資

及其升等辦法、教學與評量等議題納入TMAC評鑑的要件中，成為臺灣醫學院評鑑準則

(TMAC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of a Medical School)有別於美國醫學院評鑑準則(LCME 

Functions and Structure of a Medical School)與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醫學院評鑑準則

(WFME Global Standards for Basic Medical Education)的重要特色。

五、TMAC參與新設立醫學系之審查

臺灣西醫師人力之培育，係採

教、考、訓、用之管制措施，醫

學系招生名額總量，由教育部與

衛生福利部共同研商核定，以維

護我國醫事人才培育之質與量，

從1998年開始實施迄今，醫學系

每年招收總名額1,300 名醫學生

為上限。新設立醫學系因涉及醫

學系每年招生總額1300名之管

制，因此2003年12月8日高教司

召開會議「大學校院設置醫學院

事宜會議」，決議「未來大學校

院新增醫學系案應納入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 評鑑，教育部並將依據該評鑑結果，

衡酌是否同意設立」，該次會議紀錄教育部也於12月31日函告各公私立大學校院。高教

司之後也在2005年8月10日召開「研商大學醫學系進退場機制規劃事宜會議」針對大學

醫學系進(新設)、退場(減招)機制，應如何規劃的部份，作成決議：「由教育部、衛生署

及TMAC共同組成委員會，調整現有醫學系招生名額」。基於此，2007年教育部醫教會

審核一件申請新設立醫學系案時，因涉及醫學生招生名額之調整，決議該案審查委員會

之委員需包含TMAC代表一名；該校(即馬偕醫學院)於2009年正式設立後，TMAC每年皆

前往訪視，直到2016年學校有第一屆畢業生當年進行正式全面評鑑，該新設醫學院從申

請階段、設立招生、課程規劃與實施、醫學生的學習、師資延攬與各種資源等，尤其關

切董事會對於醫學院經費的持續支持狀況，由於TMAC每年的訪視，更能全盤了解該新

設醫學院的辦學狀況與持續改進的情形，有助於馬偕醫學院的穩健成長與發展。

六、通過美國教育部NCFMEA認可，獲得國際肯定

為了扭轉臺灣被美國教育部評議為不相比擬的負面評價，黃崑巖教授於2001年赴美「國

外國醫學教育及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NCFMEA)」與主席Dr. William B. Deal 及相關人員

商談複審事宜，而促成美方正式來函邀請，2002年由黃崑巖教授以TMAC主任委員身份

與何曼德院士一起參加第二次NCFMEA的答辯，於會議中向NCFMEA說明TMAC委員會

的設置與組成、規章辦法、評鑑程序、評鑑準則、以及TMAC進行第一次訪視臺灣各醫

學院的評鑑報告等詳細資料，NCFMEA終於認可臺灣的醫學評鑑制度與美國醫學評鑑制

度為「可相比擬」(comparable)，效期為6年，「可相比擬」的意義不僅為在臺灣就讀醫

學院校之美國公民或具美國永久居留身分者可申請美國教育部之「聯邦家庭教育貸款」

(Federal Family Education Loan, FFEL)，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重啟臺灣的醫學教育制度受

到美國認可並與國際接軌的重大契機。

NCFMEA為持續追蹤我國之評鑑標準與程序，遂於2003年由時任NCFMEA的主席Dr. 

William B. Deal 來台實地參與TMAC當年度預定的中國醫藥大學實地評鑑，以了解我國

實地評鑑的安排。

2010年馬偕醫學院第一次訪視，訪視小組和學校主管座談。

2002年國衛院召開通過NCFMEA認可記者會。 2003年NCFMEA前主委Dr. William b. Deal 來臺觀摩TMAC進行
中醫大實地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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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3月19日於丹麥哥本哈根舉辦的WFME大會中，其中一場次主題為「醫學教育

的外部評核」 (External Review in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Programmes) ，邀請黃崑

巖教授前往演說，分享臺灣在短短3年的時間成立評鑑機構，並獲得美國教育部

NCFMEA認可的初步成功因素，黃教授提出TMAC初步成功的因素如下：

1. 臺灣有一批真正為臺灣醫學教育獻身的醫界人士，在規劃成立TMAC的階段，投入時

間心力蒐集美國、澳洲的評鑑制度資料，以讓臺灣的評鑑機制能與國外相比擬。

2. TMAC的規劃委員包含來自阿拉巴馬州立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Dr. James Pittman，

引進了外國的醫學教育的優點，同時TMAC也兼顧本土國情文化，例如TMAC重視學

生的專業素養；

3. 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慷慨協助使TMAC初期有了家，以保獨立於教育部的形象，並且借

用了國家衛生研究院多年來建立的學術專業性與公正性；

4. 依照TMAC規劃，全面評鑑的訪評小組必有海外（華裔）專家二人參與，提供寬廣的

視野；

5. TMAC有一套務實有效的評鑑程序，包括讓受評學校有六個月時間進行自我評鑑，評

鑑委員可藉由實地觀察授課情形、參加病例討論或小組PBL討論等深入觀察。

6. 針對國內的醫療社會問題列為評鑑重點，例如當時有爭議的「抗生素的不當使用」等

議題。

7. 訪視結果與校方異議皆原文不動地上網提供全國國民參考，為考生選校參考之用。

因為2004年的WFME大會，黃崑巖教授與WFME主席Dr. Hans Karle 建立友好的關係，

TMAC遂於2004年3月邀請Dr. Karle訪台，拜會教育部長及外交部長，並安排參訪臺大醫

學院、國防醫學院、高雄醫學院、以及慈濟醫學院，Dr. Karle 返國後來信表示對臺灣醫

學教育留下深刻的印象，肯定臺灣醫學教育的發展和努力，並表示將協助臺灣能有

"meaningfully participate in WFME"，因而在後續協助TMAC參與WFME在亞太區域分支

的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學會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AMEWPR)的活動。

回顧當時TMAC的發展，時身兼國家衛生研究院(國衛院)臨床組代主任也是成功大學醫學

院創院院長的醫評會主委黃崑巖教授，深諳國際接觸與聯繫，來自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

與熟悉國內醫學院教育體系的背景，在國衛院吳成文院長的大力支持下，黃教授擔負起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的籌備任務，從「規畫委員會」的成立、評鑑制度的研擬、評鑑會議

的主持到實地訪視與評鑑報告撰寫，無不以嚴謹的態度擘畫評鑑制度的新局，對醫學院

評鑑委員會的成立具關鍵的領導地位，美國教育部的答辯任務能順利一舉完成，黃崑巖

主委的卓越領導功不可沒。

貳、2006-2009 TMAC的奮進與成長

一、2005年底改隸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教育部為建立臺灣高等教育的品保制度，於2002年召開研議成立「大學評鑑事務之財團

法人專責單位」座談會，開啟成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簡稱高評中心；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Acreditation Council of Taiwan, HEEACT）的籌劃工作，黃崑巖教授亦

受邀參加籌劃工作之討論，在此時，黃崑巖教授考量醫學教育評鑑的性質特殊，以及過

去隸屬國家衛生研究院時期，遇有重大事宜請示主管機關必須跨衛福部（前衛生署）和

教育部的為難處境，遂與高教司商談作成決議，TMAC將併入高評中心，「考量醫學評

鑑性質特殊，TMAC辦理至今甚具成效；未來高評中心成立後，TMAC將為該中心下設之

專責醫學教育評鑑單位，並維持TMAC現有運作模式與功能，繼續辦理相關醫學教育評

鑑，其相關運作組織辦法依捐助章程第11條規定另定之。」TMAC遂於2005年12月由南

港軟體科學園區搬遷至會址位於和平東路一段的高評中心，當年12月26日教育部杜正勝

部長主持高評中心揭牌儀式。

除了組織機構的變動，TMAC 在2006年增設執行長一職，以協助並代理主委行使職權及

掌理評鑑事務，經委員推選由賴其萬教授出任。同年5月改選第三屆委員會，由黃達夫院

長接任主任委員一職，在黃院長的推動醫學教育改革的理念下，經第13次委員會議決議

成立不同任務之功能性委員會，包括教師成長委員會(Faculty development committee)、

醫學生甄選委員會(Medical student selection committee)、課程規範委員會(Curriculum 

guideline development committee)、博雅（通識）教育委員會(Liberal arts education 

committee)、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生實習委員會(Basic science and clinical clerkship/

internship committee)、醫學院及其董事會委員會(Medical school and their stakeholders 

2004年WFME主席Dr. Hans 
Karle來訪，由黃崑巖主委親
自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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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各功能委員會由TMAC委員擔任召集人，邀請國內醫學教育專家學者加

入，定期召開會議研商有關醫學教育發展，並向教育部等相關單位提出可行之建議。唯

因為委員會委員皆為兼任，於原服務機構或大學皆有繁重的工作，因此各個功能委員會

要召集會議密切的討論非常不易，且無法針對核心議題投注時間深入的討論研議與推

行，故後續未能持續。

2009年為促使TMAC 的組織組成及設置更符法治，TMAC制訂「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委員遴選辦法」（簡稱TMAC委員遴選辦法），同時因應

當時馬偕醫學院醫學系即將通過核准設立，為避免醫學系數量的增加影響TMAC評鑑品

質，委員會亦修訂「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將委員會委員人數由11人修訂為13

至15人。

二、評鑑準則與評鑑制度的初期檢討

TMAC在2007年接獲NCFMEA的信函通知2002年的認可期限屆滿，將進行新一週期的再

審議(redetermination)，需繳交詳細的書面資料，TMAC在準備的過程從中認識其他國家

的醫學教育評鑑制度，了解到評鑑準則在實施過程中，應是隨著時代和環境的條件改變

進行檢討和滾動式的調整，因此在2007年首次針對評鑑準則蒐集TMAC委員的意見後，

在文句上做更為詳細、完整的闡釋和說明，例如：評鑑準則中第五項「教學」中的第I. 

部份「課程之設計與推行」，條文第(4) 點在2001年和2007年修訂前後的差異如下：

2001條文： 

(4) 醫學系必須使用前後一貫，有效而又具公信力的標準測驗學生，並監測課程推行的績

效。

2007條文：

(4) 負責課程的協調人與授課的教師，都要對所授課程訂定明確的目標、進行方式與考評

方法，並在課程開始時，詳細明告學生。課程委員會必須考核課程是否符合目標，落

實執行而達成教學目標。涉及各門課程之教員或委員會，對該課程目標、內容及教學

方法，應定期做逐一分項或全程性的評估與修正，課程內容若有過份重複或缺失之

處，必須加以糾正或補救。

在這時期，隨著立法院性別平等委員會對政府部會及各組織機構在強化性別平等意識的

政策下，TMAC也適時增加了醫學院在性別平等教育方面的條文。

自2005年開始，配合教育部推動醫學教育六年改進計畫的推行，近程、中程、和遠程的

目標執行情形皆與TMAC預定之訪視合併進行，唯2007年適逢11所醫學系皆需接受預定

之評鑑 （除輔大為第一次正式全面評鑑，其他10所皆為追蹤評鑑），考量TMAC的人力

和品質，委員會在第15次會議中決議首次試辦將評鑑分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各校自

評報告的審議，8月收到各校自評報告後，10月TMAC召開審議委員會，各校派二位主管

人員到會進行報告，由指派擔任該校訪評小組的召集人主持該校的報告，和委員的提

問。而後所有學校代表報告後離席，委員會討論是否需進行第二階段為期二天的實地評

鑑。委員會在該次評鑑結束後檢討，醫學教育需觀察的面向眾多，從機構(學校和教學醫

院)治理、校長與醫學院院長對醫學系的支持與授權、課程的規劃與執行、經費資源的投

入、以及最重要的臨床實習教育等，都無法單從書面資料或口頭報告得以觀察全貌和實

際運作情形，故之後再無以二階段方式實施評鑑。

由於醫學教育品質需高度的質性評估，同時參考美國LCME的評鑑經驗，因此TMAC並不

是單以準則符合的數目或量化來決定評鑑結果，唯考量各校自接受評鑑後，皆努力朝向

評鑑結果報告的建議進行改進，有鑑於此，2006年TMAC第15次委員會議中，決議評鑑

結果等級將原先與「待觀察」並列同等級的「有條件通過」，正式分列為單獨的等級，

評鑑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待觀察」和「不通過」四個等級，通過之

效期改為五年。評鑑結果的裁定及評鑑報告在2008年以前，皆函送教育部公布於高教司

網站。2009年起，TMAC評鑑結果始經教育部備查後公布於TMAC官網。同一年，

TMAC建立了受評學校對評鑑報告及結果提出「疑義」之程序與機制 (等同現行之申復程

序)，TMAC委員會議討論後，針對學校所反映之內容綜合評估，整理回覆意見函覆學

校。

三、他山之石－借鏡美國LCME的評鑑經驗

由於臺灣成立專責醫學教育的評鑑單位以及建立評鑑制度係起源於美國教育部NCFMEA

的評議，且仍定期接受NCFMEA的審議，證明TMAC評鑑制度與美國是「可相比擬」

(comparable)的，回顧臺灣在建立和發展醫學教育評鑑制度的過程，受到LCME的影響甚

大，由於時任主委的黃達夫院長長年與國外醫學教育機構或大學有密切的互動交流，因

此深知TMAC必須持續檢討與改進評鑑準則和制度，以符應國內醫學院的發展、以及世

界醫學教育趨勢，遂召集賴其萬教授、林其和教授、劉克明教授、宋維村教授等TMAC

委員，以及臺大社會醫學科的何明蓉教授、陽明大學醫學人文核心團隊的張燕娣醫師等

二位外部醫學人文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評鑑準則修訂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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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TMAC去函美國LCME，希望能以國際觀察員身份參加並觀摩其評鑑，獲LCME

正面回應，接受TMAC派代表參加2008年10月在St. Antonio 舉行的美國醫學院學會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AAMC)年會中商討細節。賴其萬教授參會期

間透過曾在AAMC服務的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辦公室主任的劉曼君博士介紹，使

TMAC有機會與LCME兩位秘書長Dr. Barbara Barzansky和Dr. Dan Hunt正式接觸。 

於是TMAC委員會乃向教育部申請補助經費，並獲得和信醫院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

會的大力贊助，於2009年7月27-29 舉辦「醫學教育評鑑國際研討會暨TMAC訪視委員工

作坊，邀請秘書長Dr. Dan Hunt(LCME Co-Secretary, 2008-2009 Senior Director, 

Accreditation Services)和Dr. Barbara Barzansky (LCME Co-Secretary, 2007-2008 

Director,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以及副秘書長Dr. Robert Sabalis 

(Assistant LCME Secretary, and Director, LCME Surveys and Team Training)，來臺分

享LCME發展的歷史背景、訂定及修訂評鑑準則、挑選與訓練訪視委員、實地訪視、決

定學校是否通過評鑑、如何建立公信力以及學校如何準備評鑑(包括學校自評以及學生之

獨立分析)、如何培訓評鑑委員等評鑑經驗。同時因應全球醫學教育的緊密牽連，及國外

醫學生學歷事件的效應，另邀請FAIMER 的主席Dr. John J. Norcini以全球化的觀點演說

醫學教育及評鑑的發展趨勢和挑戰。 

2008年AAMC會議的會面促成了賴其萬教授和劉克明教授受LCME邀請以觀察員身分分

別參加2009年10月LCME的兩所醫學院持續五天的全面實地訪評，二位TMAC代表對於

LCME評鑑從評鑑前的準備到訪評小組實地評估、及訪評小組的報告等過程之嚴謹和專

業，留下非常深刻印象。LCME在隔年(2010)2月召開委員會議審議2009年的評鑑報告並

決議結果，也邀請賴教授和劉教授二位與會，因此TMAC得以對LCME完整的評鑑程序有

非常深刻的觀察和心得。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受

評學校提供的資料除了完整的自評報告和相關佐證

資料以外，還須提供一份自評資料(S e l f-s t u d y 

Summary Report)、以及該校的醫學生自評報告，

包括學生對學校的看法分析 (Independent Student 

Analysis)、AAMC對各醫學院畢業生（評鑑前一年

度）意見之調查資料分析表 (Medical Students 

Analysis and Graduate Questionnaire Results)。不

同於國內的高教訪評皆由學校的行政主管或負責教

師陪評和解說，LCME將實地陪評導覽的責任交付給各年級醫學生，參訪中訪評委員也

可與學生討論，深入了解醫學生對受評學校的看法和建議。同時值得一提的是，LCME

的委員會有兩位委員是美國醫學生聯會所推選出來的學生代表。由此可見對於醫學生意

見的重視，以及校方和醫學生之間的互信與尊重。

四、2009年通過美國教育部NCFMEA再審議

TMAC自2002年首次獲得美國教育部NCFMEA的認可，效期六年，但在效期間NCFMEA

仍要求各國進行不定期的追蹤報告(update report)，有些國家因臨時發生可能影響醫學教

育與評鑑的問題，則被要求派員進行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 。TMAC 遂於2007年由黃

達夫主任委員、賴其萬執行長，2008年由賴其萬執行長、宋維村委員代表前往華府報告

臺灣醫學教育近況、評鑑動態、以及如何維持臺灣醫學教育品質。2008年NCFMEA透過

駐美文化辦事處，及我國教育部函轉TMAC六年的認可期限屆滿，於2009年接受再審議 

(redetermination)，該次由賴其萬執行長和林其和委員代表出席答辯。在NCFMEA評議

2009年TMAC舉辦醫學教育評鑑國際研討會，邀請LCME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分享美國醫學院評鑑制度與經
驗。

2009年TMAC舉辦醫學教育暨評鑑國際研討
會，準則修訂小組與LCME秘書長、副秘書
長及FAIMER主席Dr.John Norcini 餐敘。

2010年賴其萬教授(前排右3)與劉克明教授以觀察員身分參加
LCME 委員會議合照。

2009年邀請LCME秘書長與副秘書長和TMAC準則
修訂小組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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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TMAC需依照Guidelines for Requesting a Comparability Determination (Revised 

Sep. 2007) 回答共53項問題，包括： 

第一部份： 有關負責醫學院評鑑及審核的單位及其權限範圍。

第二部份： 評鑑準則的內容，包括醫學院的使命及教育目標、治理、行政、課程、醫學

生、教育資源等六個次項。

第三部份： 評鑑執行程序，包括評鑑相關人員（訪評委員、作成評鑑決定者、決策制定

者）的資格條件、追蹤評鑑及監督機制、對醫學院重大變革的因應機制、利

益衝突迴避、對各校評鑑標準的一致性、以及評鑑決定的作成等。

由上述問題可見NCFMEA對於一個國家的醫學教育品質的評議，不僅僅是醫學院評鑑制

度，更延伸到國家的醫學教育品保機構是否有權限掌管到醫學院的設立，以及品保機構

的權限。NCFMEA審議的過程是由一位分析員(analyst)詳閱TMAC提交的書面資料後進

行口頭分析報告，再由委員提問，請TMAC代表回答，最後由NCFMEA即席投票裁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審議過程中，NCFMEA委員提出的重要問題如下： 

1. TMAC所採用評鑑的準則太通泛，不容易憑藉該準則對臺灣各醫學院作出明確的決

定。TMAC如何作出各校通過與否的裁定？

2. 教育部補助各醫學院校的補助款這幾年來有無增加，並且其分配的方式是如何？

3. TMAC目前成為臺灣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組織下的一個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何？是否

會喪失其獨立自主性？

4. 臺灣醫學院畢業生國家醫師執照考試過去數年通過率變動頗大，如何能以此分辨各校

辦學的成效？

5. 有一所醫學院連續兩次被TMAC裁定為「待觀察」，對該校下一步的措施是什麼？

6. 有些醫學院早期採學士後醫學系制度，後來停辦改採七年制，其理由是什麼？

2019年的NCFMEA審議會中，ECFMG的主席Dr. James A Hallock推崇TMAC與美國

LCME以及FAIMER合作改善評鑑準則、過程與評鑑委員訓練的努力。他建議臺灣將

TMAC這幾年的經驗於歐洲醫學教育學會發表(Associ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 AMEE)分享給其他80國家。最後NCFMEA全場無異議通過，再次裁定臺灣的醫

學教育與美國醫學教育系統條件「可相比擬」(comparable) 。

在TMAC接受NCFMEA的認可審議的經驗中，雖然NCFMEA強調評鑑單位必須具有獨立

自主的立場，不受政府部門的影響，但這點對臺灣或甚至其他亞洲地區國家而言，因與

歐美國情文化的不同而有差異。此外，NCFMEA也特別注重評鑑利益迴避，據賴其萬教

授在該次的聽證答辯會上所述，NCFMEA強調評鑑機構要non-governmental，必須是非

政府機構，但在亞洲地區，相信不只臺灣，其他國家應該也有同樣情形，必須要透過政

府的力量，評鑑才有公信力。LCME因為有很強大的美國醫學會(AMA)、美國醫學院學會

(AAMC) ，LCME才能和州政府核發執業執照(medical licence)的政策連結，醫學院也才

會高度重視LCME評鑑。所以LCME的評鑑雖沒有來自政府的經費，但某程度也是有政府

公權力的支持。NCFMEA也因而理解其認可的標準必須考量國情文化的差異。

參、2010-2016 TMAC評鑑專業再提升，接軌國際

一、訂定TMAC委員遴選辦法

TMAC自2012年開始，為使委員會遴選過成更明確和公開，訂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基金會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委員遴選辦法》(以下簡稱遴選辦法)，依其規定TMAC於

任期屆滿前組成「遴選委員會」，由主委、執行長擔任當然委員，以及一位資深TMAC

委員、和二位外部的專家學者(一位社會公正人士，一位教育界學者)組成。TMAC委員改

選程序為教育部、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TMAC委員會等三個單位各提名推薦

五位候選人，交由「遴選委員會」投票選出。第五屆委員會(任期自2012年8月1日起)經

委員推選賴其萬教授擔任主委、林其和教授擔任執行長。在2015年改選第六屆委員時，

由林其和教授獲選為主任委員、張上淳教授擔任執行長。 

TMAC委員會自成立以來，每屆改選委員皆至少三分之一，而非全數改選，係考量TMAC

委員任務執掌有別於一般學會性質的理監事或董事，委員必須兼顧專業性和功能性，除

了做委員會整體運作的決策，更需制訂與修訂評鑑準則及自評表、實地帶隊訪視、撰寫

評鑑報告、以及研議評鑑結果，故維持有經驗的資深委員留任，將有利委員會的永續運

作與理念傳承，以維持評鑑品質和穩定發展。

二、完成評鑑準則全面修訂的艱鉅工程

第一版TMAC評鑑準則於2001年經過一輪的評鑑後，委員會檢討條文文字因較為原則性

的描述，訪評委員容易各自解讀，為確保評鑑的一致性，委員會乃決議參照LCME的準

則架構，進行修訂，在架構上改為項次化(itemized)的條文。2010年3月透過教育部補助

和信醫院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的贊助，TMAC正式邀請LCME卸任主席兼準則修訂

小組召集人的Dr. Michael J. Reichgott 來台兩週，與TMAC評鑑準則修訂小組密集地每日

進行相當專注和深入的討論，討論會全程以英文進行，交互辯證和考量的面向包括：國

內公私立醫學院的不同管理環境、臺灣與國外醫學院對醫師培育和醫院實習的制度文化

差異、TMAC歷年評鑑觀察到各醫學院皆有的普遍問題、TMAC 與LCME 評鑑作法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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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兩國訂定準則的背景差異、TMAC

的初版準則與LCME 準則比較等，做

全面的整體評估，當時參考的文件包

括：

1. TMAC評鑑準則，包括行政架構及教

學資源、教學、研究、服務及學生

輔導，共79條準則。

2. LCME準則(2008年6月版)，包括機

構設置、課程、醫學生、師資、教

學資源，共130條準則。

3. TMAC評鑑以來發現醫學院存在的重

要問題，共19項。

重新修改評鑑準則的架構和條文，制訂新制評鑑準則，準則修訂委員張燕娣醫師投入相

當多心力和精神，非常及時地在每日會議結束作成討論紀錄，提供準則修訂小組確認校

對。

因為上述不同面向的考量，修訂的核心目標為『如何將準則訂定成「可衡量的標

準」』，將準則的形式架構由大到小、分層列為「領域」 (a r e a s)、「次領域」

(subareas)、「細項」(items)、最後是「條文」(standards)。每大項領域先有一個「概

括說明」（overarching statement)，再由此大項的內涵去分層列出各次分項和細項，條

文再分「應或宜」(must)、和「得」(should)，並有附屬條列(subs id iary)、註解

(annotation)，對準則內容做進一步的說明或闡釋。修訂初期以英文草擬出新評鑑準則初

稿。

賴其萬教授分享在國外會議與其他國家評鑑單位交流的經驗，國外皆對TMAC新制準則

中有特別加入通識及醫學人文教育，以及性別平等的精神而感到驚喜和注意，這是

TMAC評鑑的一項特色，也是黃崑巖教授當初對醫學教育堅持的理念之一，黃崑巖教授

曾指出國內的第一線醫療作業者沒有把醫學真正建立在人的基礎上，醫學被視為只是一

種行業而已，國內醫學界的倫理教育失敗的原因，是因為通識教育在國內醫學教育中幾

乎不存在，而「醫學與人文是平行而相輔相成的。沒有人性的醫學教育(dehumanized 

medicine) ，只能培養治病的醫匠而不能培養治病人的醫師」。

有關醫學人文和通識教育的條文，是由準則修訂小組委員之一的張燕娣醫師所費心草

擬，其以當時參加教育部「醫學人文核心團隊(簡稱MEH)」推行各醫學院實施醫學人文

課程的經驗和心得，經準則修訂小組委員的用心而訂定出幾條讓國外單位讚賞的條文，

例如：

2.3.1 醫學系必須包括四個廣泛領域的教育：通識、醫學人文、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而

學士後醫學系必須包括醫學人文、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

註釋：醫學系的課程應使醫學生具備知識、技能和態度，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和社會領導

人才，擔任優良的專業醫師角色，並了解健康照護系統與該系統在社會中的地

位。

為求多方客觀意見，英文版準則初稿經LCME 的三位秘書長及Dr. Reichgott 檢視以提供

意見，再經準則修訂小組提出多次意見討論後修正，於2010年8月經TMAC委員會議通

過，委請高雄醫學大學教務長鍾飲文教授進行中文初譯，由洪蘭教授潤稿一校，完成中

文版「新制評鑑準則草案」，於10月29日公私立校院長會議中將TMAC的新準則內容和

制訂過程做完整的報告，各校代表將新準則帶回校內討論。而在同年11月15日TMAC舉

行新制評鑑準則座談會，邀請各校醫學院之醫學教育負責人(醫學院院長或系主任)代表參

加，針對新準則內容之適切性及用字詞語等與各校進行充分意見交換與溝通，採納會中

蒐集之相關意見再進行修正。2011年3月委請時任臺大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暨生科院院長，

同時為TMAC第四屆委員的羅竹芳教授進行二校潤稿。2012年並隨著成大、陽明、高

醫、中醫大、北醫等五所學校全面評鑑之際，實施新制評鑑準則試評，五位準則小組委

員實地評估新制評鑑準則的實際效果，並與舊版準則做對照比較，以作為新制準則實施

之建議，而試評準則的訪視結果不列入正式評鑑報告。

2012年8月因黃達夫主委任期屆滿卸任，改由邱鐵雄委員遞補加入準則修訂小組，參與

後續相關的討論與修訂，2013年再次函請各醫學校院提供新制準則提供意見回饋，同時

也藉由全國醫學生聯合會向各校醫學生代表進行新準則的說明和蒐集學生意見，9月召開

新制評鑑準則暨自評報告說明會，於10月的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中報告後，正

式公布新制準則，並於2014年秋季評鑑開始實施。

2000年訂定的第一版TMAC評鑑準則，內容架構上分為前言、準則制定之目的、行政、

分院、教學（課程之設計與推行、課程內容、學生學業之評估、選擇學生、學業諮詢、

生涯規劃、學習環境）、教學資源的利用（經費、一般設施、師資、圖書館、臨床教育

資源）、和結語等七大項。每一項目下再分列其中的內涵條件。

2014年實施之新制評鑑準則在架構上改為階層更清楚的條列方式，分為第1章機構

(Institutions)、第2章醫學系(Medical Education Program)、第3章醫學生(Medical 

Students)、第4章教師(Faculty)、第5章教育資源(Educational Resources)等五大領域

2010年邀請LCME卸任主委Dr.Michael J.Reichgott來台與
TMAC準則修訂小組進行2週的準則研修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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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及19個次領域(subareas)、次領域下分8個分項(items)、118條準則(standards)及

12條附屬條例(subsidiary)，全部共135條條文。比較特殊的部分在於每一個領域(areas)

之下，第一條皆為該章最核心上位的「概括說明」(overarching statement)，而部分條文

加上註釋，進一步闡釋準則條文的內涵或說明某些名詞的定義。

三、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格式的全面修訂

依照TMAC評鑑程序，受評學校於訪視前有半年時間準備撰寫自我評鑑報告 (簡稱自評報

告)，其中包括量化基本數據資料與表格，以及自我陳述 (narrative description)。配合評

鑑準則修訂，TMAC於2012年也同時檢討自評報告格式的問題，包括：(1) 內容有不符時

宜、分散或重複；(2)舊制自評架構和舊制評鑑準則、評鑑報告的架構格式不一致，訪評

委員難評估；以及(3)舊制自評與新制準則完全無法對應等問題，故經TMAC委員會決議

組成自評報告修訂小組，以期修訂後各校所撰寫提供的自評報告內容與格式能與評鑑準

則、評鑑報告相呼應，以增加TMAC評鑑報告的可靠性、精確性。自評報告修訂小組由

TMAC資深委員暨時甫卸任輔大醫學院院長的鄒國英教授(小組召集人)、陳震寰教授、楊

仁宏教授、方基存教授和林秀娟教授等五位組成，參考各醫學院校之意見調查問卷，以

及美國LCME的自評資料格式，進行工程相當浩大的全面修訂工作，將新制評鑑準則的

每一條條文，重新制訂適合的表格、以及學校需陳述的面向。為配合新制準則2014年開

始實施的時程，自評報告修訂小組在2013年緊湊的以10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修訂，並於

2014年與新制準則同步施行。

經過2014及2015兩次的評鑑實務經驗，針對TMAC蒐集訪評委員及受評學校對新制評鑑

準則以及自評報告的意見，發現 (1)自評報告題目與評鑑準則條文之關聯性部份可再加

強; (2)部份評鑑重點不易掌握；以及(3)學校仍不清楚需準備的佐證資料等情形，因此第

六屆委員會主委林其和教授和劉克明委員，和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副院長蔡淳娟教授三

位共同主持的科技部研究計畫針對TMAC準則和自評報告格式進行研究，以準則的定義

明確、簡化、加強自評與準則的關聯性為目標，研訂評鑑條文的具體操作指標 (稱為「評

鑑要點」)，和學校需檢附之「佐證資料」，並融入新制自評報告格式中，完成「新制自

評報告2016修訂版」。

TMAC 在2016年4月28日舉行評鑑說明會暨研討會，說明2016修訂新制自評報告的主軸

與精神，將準則條文下原用以說明的「註釋」改為「說明」和條列式的「評鑑要點」，

受評學校需提供說明或資料則列為「佐證資料」，例如：

1.2.1 醫學系隸屬之學校其校或院務委員會或董事會若干成員的任期應相互重疊，且任期

應足以使他們能夠了解該校和醫學系。

說明：醫學系其隸屬之校院務委員會/董事會之重要成員的穩定性對醫學教育之成功 執行

影響頗鉅，其任期更迭應慎重考慮其對教育人事/事務之熟稔度，應有合宜之交

接。

評鑑要點：

1. 醫學系其隸屬之校或院務委員會或董事會內若干成員的任期應相互重疊。

2. 重要成員之任期應足以使他們能夠了解該校和醫學系。

3. 重要成員更迭之際應呈現必要之交班與任務延續。

佐證資料：請提供董事會、校務及院務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聘任日期、任期及改選辦

法。

從上例來看，「說明」係用以定義準則的精神，或進一步描述背景緣由; 而「評鑑要點」

則為達到該條準則精神所需呈現的要件，是將可被觀察的行為(measurable behavior)明

確描述，以降低受評學校與評鑑委員對條文解讀之落差。

四、精益求精 完備評鑑制度

TMAC 為求持續精進評鑑制度，以及提升評鑑品質，在2012年開始逐步建立更完備的評

鑑制度，包括：

(一) 每年實施評鑑問卷調查：2012年首次實施12間醫學校(院)醫學系的評鑑意見問卷調

查，以及訪評委員的意見回饋調查問卷，分別從受評者及訪評者的角度，了解對於

「TMAC評鑑程序」(包含評鑑前準備作業、實地訪視期間的流程、以及結果公布的

程序等) ，以及「評鑑內容」(包含評鑑準則內容之適切性與可行性) 之建議。

2010年8月13日黃達夫主委召開第四屆TMAC委員會議暨準則修訂討論會(於亞都麗緻飯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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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復程序修訂：2009-2013年期間，學校針對評

鑑報告提出疑義，委員會討論後以綜合意見回

覆。2013年10月的委員會訂定「醫學院評鑑委

員會申復辦法」，明確訂定申復的作業程序、時

程、以及提起申復的理由分為：(1)「違反程

序」; 以及(2)「不符事實」，係指評鑑結果報告

內容所載之數據、資料或其他文字與受評單位之

實況有所不符，致使評鑑結果報告不符事實。除

了學校有固定的格式依循之外，也促成訪評委員

開始明確的「逐項」回覆意見，並經由TMAC召

開委員會議逐項審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作

成申復處理結果後函覆學校。

(三) 建立申訴制度：依據大學評鑑辦法之規定，評鑑機構應建立完善申復及申訴程序，

以保障受評學校的權益。另基於醫學教育之專業特殊性，經由高評中心與TMAC討

論，決議TMAC另建置醫學院評鑑之申訴機制和組織，並於2013年訂定「醫學院評

鑑委員會申訴評議組織及規則」，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評會)置委員九人，由醫學院

教授代表5名(含據醫學倫理背景之專家學者一人)、法律專長背景人士 (學者或律

師)1名、教育學者2名、和社會公正人士1名組成。2014年TMAC接獲首例申訴案，

該校對於TMAC評鑑的結果提出申訴，申評會隨即進行評議。申訴評議的重要原則

在於受評學校提起申訴主張分為「不符事實」或「違反程序」，申評會在審議違反

程序的部分必須就評鑑程序來討論判斷是否會影響評鑑結果; 對不符事實的部分則需

釐清相關事證（但不涉及專業價值判斷），判斷評鑑結果所依據的數據、資料或其

他內容，是否與受訪時學校實際狀況有重大不符，而導致不利申訴學校之評鑑結

果。

(四) 制訂年度評鑑實施計畫：自2015年開始，依《大學評鑑辦法》第六條之精神，載明

評鑑目的、評鑑對象、時程、自我評鑑實施、評鑑準則與項目、實地訪評小組與行

程、評鑑結果評定等資訊，經教育部核備後於實施評鑑的前一年度公布於TMAC官

網。

(五) 每年舉行受評學校說明會：自2014年開始每年舉行，邀請受評學校醫學院主管、課

程負責人或行政人員參加，了解評鑑程序、新制評鑑準則的精神、新制評鑑自評報

告之填寫和注意原則等。

(六) 實地訪視過程標準化：2016年開始，訪評小組委員須於收到學校自評報告後，於評

鑑前二週針對召集人分配其負責訪查項目提出「待釐清問題」，TMAC彙整後於訪

評前一週交給受評學校準備補充或說明資料置於評鑑現場。訪評小組行程安排，除

了延續TMAC剛開始評鑑時的做法，於評鑑前一晚於住宿飯店內或飯店鄰近場地召

開「訪視小組行前會議」，另召集人得視情形於第三日訪評結束當晚或分開於第

二、三日晚上召開「訪視小組共識會議」，針對訪查的準則項目逐條檢視發現與觀

察心得，並達成初步查核判定之共識。

(七) 製作評鑑工具：自2014年開始實施新制評鑑準則，提供訪評委員手冊及查核表，有

效指引訪視委員依據條文、和評鑑要點，並提醒委員於訪評現場進行查證，以判定

條文符合程度。

(八) 訂定評鑑報告格式：為提高評鑑的一致性和品質，以及高度要求訪視委員必須依照

評鑑準則為評鑑的核心，避免個人主觀的價值判斷，自2014年開始訂定報告格式供

訪視委員有明確撰寫項目和原則，報告內容包括：學校/醫學系概況及該次訪視評鑑

重點、訪視執行過程(含行程)、訪視發現 (以每條條文撰寫發現並判定符合程度)、總

結及評鑑結果建議。

(九) 訂定訪視小組的組成依據：2016年訂定《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實地訪評小組正副召集

人及訪評委員聘任要點》，明文規定訪視小組設置副召集人，協助以及必要時代理

召集人統籌訪視活動進行。同時也明確規定正副召集人、訪視委員必須具備之資格

和組成程序。

2016年評鑑說明會大合照。 2019年高醫大訪視小組召開長達4小時的
準則判定共識會議。

2018年訪視委員研習暨共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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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每年舉行訪視委員研習共識營：TMAC深知訪視委員是攸關評鑑品質最重要的一

環，因此自2014年開始每年舉行全日的共識營，上午說明評鑑程序、訪視委員倫理

守則、現場訪查注意事項、準則的查核原則、資料查證方法、評鑑報告的撰寫、如

何判定準則符合程度等。下午則著重在評鑑準則條文的共識，以分組討論方式進

行，依照準則的五大章節內容，分為二階段共識，第一階段為評鑑準則有關課程的

條文，每位訪視委員依其專業領域 (基礎與臨床整合、臨床實習、或通識與醫學人

文) 分組討論；下午則以機構與教育資源、醫學生、教師等條文分組討論。訪視委員

代表TMAC進行評鑑，共識營再三強調訪視委員，須依據準則檢視自評報告、現場

訪視、訪談所得資料進行查核，訪視委員撰寫評鑑報告時，針對每一項準則的符

合、不符合或有條件符合，依據準則報告「發現」，不該給予建議或指導。

五、TMAC成為AMEWPR諮議委員會正式成員

TMAC在完成評鑑準則修訂、自我評鑑報告格式修訂、以及評鑑制度與流程的修訂後，

TMAC進入最積極與國際醫學組織締結聯繫和交流的時期，執行下列的任務工作： 

(一) 2012年舉辦國際醫學教育研討會「東亞脈絡中的醫學教育：挑戰與機會」： 

TMAC於2011年參加在韓國舉辦的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學會諮議委員會議(Advisory 

Board Meeting of AMWEPR)，發現中日韓台四國的文化社會、歷史背景雖相近，所產生

的醫學教育的現象與問題與一般西方國家不盡全然相同，有些歐美國家對醫學教育的看

法和研究報告也不見得都能適用在東亞醫學教育環境。有鑑於此，TMAC遂向教育部提

出補助國際醫學教育會議工作計畫(2012)，並再次獲得和信醫院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

金會的贊助，於2012年4月22日舉辦「東亞脈絡中的醫學教育：挑戰與機會」國際醫學

教育研討會，目的是藉由此會議邀請同樣為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學會(AMEWPR)成員

的四個國家醫學教育學者，分享各自目前國家醫學教育的情況，並以各自觀點分析和檢

討社會文化大環境對醫學教育的影響、醫學教育的自省與自律、各國對其醫學教育的缺

點、困境、以及補救的看法和醫學教育評鑑的落實。該次演講邀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

等研究院—黃俊傑教授、時任TMAC執行長的賴其萬教授、韓國的安德宣教授( Dr. 

Ducksun Ahn) 、日本的吉岡俊正教授（Dr. Tohimasa Yoshioka）、和中國北京的王憲和

王維民教授，最後為黃達夫主委演說，總結亞洲地區醫學教育共同面臨的困境以及追求

醫學教育基本能力的課題上大家所需擔起的任務。黃院長更進一步以宏觀的角度呼籲亞

洲地區醫學院及教學醫院都不能只注意目前的情形，而需要放眼將來的問題，醫學院及

醫療中心應跳脫目前只以服務為本的窠臼，而應該肩負起醫學教育更艱難的重任，培育

出對未來社會醫療有貢獻的領導人才及醫療人員。該次會議讓與會的中日韓學者對臺灣

醫學教育、和評鑑制度投入的努力和發展留下深刻印象。

2003年自從黃崑巖教授受邀至WFME大會演說「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初步成功的省

思」 (Reflections on the Initial Successes of Taiwan Medical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ouncil)，並於2004年邀請WFME主席Dr. Hans Karle來臺參訪國內的醫學院，Dr. Karle

對臺灣在醫學教育的努力留下深刻印象，且認為WFME 及AMEWPR礙於隸屬WHO下，

而無法讓非聯合國成員的臺灣參加，甚至因為政治的因素而在世界醫學教育的資料臺灣

2016年林其和主委、賴其萬名譽主委和劉克明教授參
加 AMEWPR諮議委員會議。

2017年林其和主委、賴其萬名譽主委和劉克明教授參加
AMEWPR諮議委員會議合照。

2017年AMEWPR諮議委員會參觀位於菲律賓的WHO西
太平洋地區辦公室。

2019年由林其和主委、張上淳執行長、楊仁宏委員和賴其萬教授參加 WPAME諮議委員會。

2018 年張上淳執行長和楊仁宏委員參加WPAME諮議委員會議與
主席Dr.Michael Field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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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臺灣，無資料」的方式呈現而感到遺憾。在2008年1月賴其萬教授受邀在新加

坡亞太醫學教育年會(Asian Pacific Medical Education Conference, APMEC )演說，介紹

臺灣醫學院評鑑的制度和成果，Dr. Hans Karle即利用機會介紹賴教授和當時AMEWPR

剛選出日本代表Dr. Toshimasa Yoshioka接任會長相互認識，並同意以正式邀請函邀請

TMAC代表參加7月25-28日在日本舉行的醫學教育研討會暨AMEWPR 諮議委員會議，

此次由賴其萬教授代表TMAC出席。

第一次TMAC出席AMEWPR諮議委員會議，受限於觀察員的身分，僅能出席第一天的醫

學教育研討會議程，第二天有關諮議委員資格的場次無法參加。第二次參加AMEWPR諮

議委員會議是2010年於日本舉行，TMAC 賴其萬執行長與劉克明委員為代表出席，2011

年的AMEWPR諮議委員會議暨醫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議於南韓舉行，不同於以往參會的氛

圍，該次TMAC賴其萬執行長已受邀擔任講座主持人，以及一場workshop主題為WFME 

Global Project-Accreditation and the Global Role of Doctors in Healthcare的講者。賴教

授的演說介紹臺灣醫學教育評鑑制度(Medical Accreditation in Taiwan)。韓國對TMAC自

評鑑制度建立到獲得美國NCFMEA認可的經驗印象深刻，對於韓國尚未成熟的醫學教育

評鑑制度是值得借鏡的案例，因此8月再次邀請賴其萬執行長於韓國的國會上分享TMAC

的經驗，演說Experiences of Accredit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終於在

2012年6月韓國舉行的AMEWPR諮議委員會議中，臺灣提出成為AMEWPR正式成員的

討論案，經出席的10位成員國代表全數同意，TMAC遂成為WFME－AMEWPR諮議委員

會正式成員 (Advisory Board Member)，TMAC在國際接軌的道路又邁向一個重要的里程

碑。AMEWPR於2017年更名為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簡稱

WPAME)。

(二) 再次接受美國教育部NCFMEA的追蹤審議： 

2013年由賴其萬主委和林其和執

行長代表前往報告答辯，而

TMAC提交的書面資料報告2009-

2013年期間的變革，包括：當時

國內各醫學院數目及評鑑結果 

(cu r ren t s ta tus o f med i ca l 

schools accreditation)、2009-

2013年期間的評鑑活動(overview 

of accreditation activities)、國內

相關教育法規的變動 (laws and regulations)、評鑑準則的改變(standards)、評鑑程序的

改變(processes and procedures)、以及即將執行的評鑑活動(schedule of upcoming 

accreditation activities)。該次審議會的主席Dr. Martin Crane讚揚TMAC透過NCFMEA的

審議經驗，借鏡美國LCME的評鑑制度，而又同時注意「橘逾淮為枳」的古訓，必須留

意國家本身特有的文化背景特性，落實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精神；審查會議中，

前ECFMG的主席Dr. James Hallock也表示非常欣賞TMAC利用NCFMEA的審議準則

(Guidelines for Determinations of Comparability )，將臺灣醫學教育評鑑制度做了一番創

新。

(三) 2014年主辦AMEWPR諮議委員會議暨國際醫學教育研討會： 

2013年的AMEWPR諮議委員會議中，討論議案中包括一項為開放爾後年會可由非擔任

主席的成員國舉辦之可行性，TMAC與會代表爭取到2014年6月7至8日在臺北主辦、臺

灣醫學教育學會協辦AMEWPR諮議委員會議暨國際醫學教育研討會。這是TMAC成立以

來，首次以國際組織成員的身分主辦AMEWPR的年會，為TMAC的國際交流再次寫下歷

史新頁。

WFME和ECFMG 於2010年共同宣布聲明，在西元2023年以後，全球各國的醫學院畢業

生要赴美申請住院醫師訓練或行醫執業，必須於申請ECFMG的能力證明(ECFMG 

Certification)時，其畢業的醫學院校是經過WFME所認可的評鑑組織的評鑑，以促進全球

醫學教育品質的齊一。由於此項全球醫學教育評鑑機構的認可計畫對各國醫學教育和評

鑑制度都將是相當重大的影響，因此該次的年會特別邀請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FME)
2013 年NCFMEA審議委員會。

2014年舉辦AMEWPR諮議委員會議暨醫學教育國
際研討會，與會者大合照。

2014年舉辦  AMEWPR大會與WFME主席Dr. S te fan 
L i n d g r e n (右3 )及E C F M G主席D r. E m m a n u e l  G . 
Cassimatis(右4)在TMAC簡介海報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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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Dr. Stefan Lindgren及「國外醫學院畢業生教育委

員會」(Educational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s , 簡稱ECFMG)主席Dr. Emmanuel G. 

Cassimatis擔任主講(keynote speaker)。大會除了邀

請AMEWPR成員，包括澳洲、柬埔寨、中國大陸、斐

濟、入本、寮國、馬來西亞、蒙古、紐西蘭、新幾內

亞、菲律賓、南韓、新加坡、越南等15個成員國代表

與會外，更擴大邀請WFME在東南亞區域的分支「東

南亞區域醫學教育學會」(South East Asian Reg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SEARAME)的成

員，包括孟加拉共和國、不丹、印度、印尼、馬爾地

夫、緬甸、尼泊爾、斯里蘭卡、泰國、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 東帝汶民主共和國等11國代表參加。

WFME與ECFMG兩位主席演說的主題，主要在闡述

2023年全球醫學教育評鑑機構認可計畫的背景、理念

和執行方式。這項計畫的背景係因應當前全球人口(包

括醫療人口) 的移動，以及全球醫學院快速大量的增

加，全球醫療品質的相比擬是最需重視的議題。各國

醫學院培育出的醫師以及所授予的醫學學位證書，必

須在實質上有相比擬的水平，也才能滿足醫師人員選

擇到其他國家接受繼續教育的期待。而透過「評鑑」

正是醫學教育品質保證的最佳途徑，獲得認可的評鑑

機構即意味著該國的評鑑組織在程序及評鑑標準都符

合全球公認的要求；Dr. Lindgren 特別提到，基於東西

方國家及各國文化語言的差異，這項全球認證計畫的

基 調 在 於 透 過 協 調 一 致 的 證 可 標 準 與 程 序

（harmon ized acc red i ta t i on s tandards and 

procedures），以確保全球醫學教育的品質，而非要

求各國的醫學教育評鑑標準和程序「統一化」。各國

的醫教評鑑組織可採用WFME訂定的標準，再加以

「在地化」，以順應不同的國情文化。

大會另一主題則是AMEWPR與SEARAME兩個區域組

織在全球化認可計畫的推動下將扮演的角色和因應策

略，分別由AMEWPR 主席Dr. Ducksun Ahn (韓國) 及SEARAME 主席Dr. Rita Sood (印

度)演說。其實AMEWPR自2010年開始，即已積極促進區域內的評鑑活動，曾經組成外

部評鑑小組實地至外蒙古、日本、薩摩亞、斐濟及中國等幾個當時尚未成立或甫成立醫

學教育評鑑制度的國家的醫學院展開外部評核。在2014年3月，AMEWPR主席Dr. 

Ducksun Ahn邀請賴其萬主委代表AMEWPR至越南舉行醫學教育評鑑工作坊，希望促成

越南政府衛福部成立評鑑機制。可見在全球認可的推動上，AMEWPR在扮演提升區域內

成員國之間醫學教育評鑑品質和評鑑制度的輔導，以及提供外部評核的重要角色。

大會最後一個主題，由馬來西亞、菲律賓、臺灣(TMAC)等成員代表分享其評鑑組織之成

立背景、評鑑制度和國際交流的經驗，其他成員國代表則以與談方式和Dr. Lindgren 及

Dr. Cassimatis 進行座談互動。在大會的最後一場演講，邀請TMAC名譽主委、和信治癌

醫院黃達夫院長演說，主題為「超越評鑑」(Accreditation and Beyond)，提出了在評鑑

制度的建立和運作以外的議題，讓與會者思考：「醫學教育的評鑑對於畢業生進入臨床

執業後的效益是否也應該被評估? 」、「我們應該如何或者是否應該去評估? 」、「未來

的醫學教育目標是否要與時俱進地調整? 」、「是否延伸評量醫學生畢業後的職涯發展? 

」等等發人深省的議題，讓與會者從醫學教育成果的面向來思考醫學教育和評鑑之間的

關聯性和未來的發展方向。

(四) 臺灣各醫學院列入世界醫學院名錄：

WFME在其1998年的立場文件中建議制定世界醫學學校的名錄，以期建構醫學教育機構

的質量保證名冊資料庫，並特別指出所臚

列的機構已達到全球認可標準的醫學教育

學程；根據2007年世界衛生組織和哥本哈

根大學的諒解備忘錄(MOU)，並在WFME

的協助下，制定了《阿維森納醫學院名

錄》(AVICENNA Directory of Medical 

Schools，ADMS)。另一方面，2002年以

來美國ECFMG所屬的國際醫學教育與研

究促進基金會 ( F o u n d a t i o n  f o r 

Adv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FAIMER)也單

獨發行《國際醫學院名錄》(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Directory，IMED）。

因此在WFME與FAIMER的促成下，在

2014年舉辦AMEWPR醫學教育國際研討
會，安排各校展示海報簡介並向與會國際

外賓說明。

2014年舉辦AMWPR醫學教育國際研討會
綜合座談。

2014年舉辦AMEWPR諮議委員會議暨醫
學教育國際研討會晚宴。

世界醫學院名錄列出臺灣的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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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31日整併ADMS及IMED兩個國際醫學院之資料庫，而共同合作出版《世界醫

學院名錄》(World Directory of Medical Schools, WDMS，http://search.wdoms.org/)，

成為提供全球醫學教育機構的公共數據庫，目前有3,300多所醫學院名列其中。

TMAC因成為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學會(AMEWPR)諮議委員會成員之身份，賴其萬主

委遂得知臺灣的12間醫學院自2014年起，終於得以「Non-UN Member States」的形

式，列入《世界醫學院名錄》之中，然因IMED及AVICENNA舊有的資料庫久未更新，許

多醫學院登錄資料錯誤或缺漏，因此TMAC於2015年整合各醫學院(系)之更新資料，統

整代為向WDMS提出更正，後續各校之資料維護由學校自行聯繫更新。

肆、 2017~2020 遞創新猷，邁向卓越

一、完備TMAC組織規章與認證準則

TMAC除了在評鑑制度不斷檢討與滾動式調整，對於TMAC委員的產生方式亦進行階段性

的調整。設置於國衛院時，每三年一次的委員改選候選名單皆由教育部、國衛院及全國

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等外部單位提名推薦；改隸高評中心之後，則改由教育部、全

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及醫評會提名推薦。2017年委員會修訂TMAC設置辦法以擴

大外部參與，「遴選委員會」的組成除了3位TMAC內部委員 (主任委員、執行長與醫評

會推舉一位委員擔任)之外，2位外部遴選委員(社會公正人士及教育學者各1名)改由全國

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推薦。自此兼顧TMAC理念的一致性、傳承與延續，同時呼應

外界對遴選TMAC委員之程序公開透明的期待。

此外，TMAC也視組織的發展，明文訂定得視需要聘請名譽主委及顧問若干名，以協助

會務諮詢，因此委員會決議聘任黃達夫院長及賴其萬教授為名譽主委，同時聘任過去資

深且曾分別參與準則修訂、和自評修訂等重要任務的劉克明教授、鄒國英教授為TMAC

顧問。2019年底林其和主委因受聘擔任義守大學講座教授，基於TMAC 利益迴避原則，

主動請辭TMAC主任委員職務，TMAC委員會遂於2020年1月選舉張上淳教授接任主任委

員，楊仁宏教授接任執行長。

TMAC新制評鑑自評報告於2014年開始實施，蒐集實施四年後受評學校及訪視委員之意

見，發現實施問題包括：(1)部分自評報告題目與認證準則條文缺乏關聯性；(2)訪視重點

不易掌握；以及(3)學校仍不清楚如何準備佐證資料等情形。因此TMAC委員及學者專家

分別於2018年5月與7月召開二次會議進行研商檢討，再修訂微調新制自評報告之格式，

以準則的定義明確、簡化、加強自評與準則的關聯性為目標，將這些原則融入新制自評

報告中。

教育部為落實簡化評鑑及行政

減量措施，自2017年起停辦

系所評鑑，回歸學校專業發

展，並強調大學校務整體發展

須確保各系所的教育品質，尤

其是特殊專業領域或有國際接

軌需求的系所等，由學校自主

決定是否辦理系所評鑑。此一

高教政策的衝擊，在各大學校院也引起一陣討論，然而醫學教育之特殊，在於醫師的培

育過程涵蓋「教、考、訓、用」等階段，從大學及醫學院教育、國家醫師考試、畢業後

訓練、臨床執業時的在職教育到終身教育等，修業年限比一般學系要長，教育內涵與範

疇遠複雜於一般學門，除了醫學院的專業教育（基礎醫學及臨床醫學）和醫學人文教

育，其臨床教育必須在教學醫院以病人為對象來進行，可見醫師養成教育的學習環境複

雜度與一般學門之教育環境迥異，且醫學畢業生執業的品質對國家經濟以及醫療產業的

影響甚鉅。加上WFME與ECFMG推行的全球醫教品保機構認可計畫，全國公私立醫學校

院院長會議乃通過維持TMAC辦理醫學系評鑑，並支持TMAC申請WFME認可。隨即

TMAC委員會亦同時將施行多年的「醫學院評鑑」改稱為「醫學教育品質認證」。

因應醫學教育全球化的趨勢，TMAC評鑑準則的內涵也須充分反映社會、國家、到全球

的趨勢和發展，因此TMAC在2017年將WFME Global Standards for Basic Medical 

Education當中有關全球醫療需求的回應、醫學生意見的蒐集與分析、醫學院的持續改善

等精神，補充納入TMAC認證準則要點中。

依據TMAC認證辦法，認證準則需每六年進行檢討與修訂，2019年TMAC遂由林其和主

委、張上淳執行長、楊仁宏教授、劉克明教授、鄒國英教授、陳震寰教授、方基存教

授、呂佩穎教授、蔡淳娟教授、張燕娣助理教授等組成準則修訂工作小組，參考歷年評

鑑後受評學校以及訪視委員問卷調查意見，將準則條文以及自我評鑑報告格式中，內容

精神重複、或語意不清的認證要點、佐證資料，或條文與認證要點無法對應之項目，進

行整併以及文字修訂，歷經10次會議討論，條文數從135降至93條，並於2019年底於成

大醫學院與高醫大2所學校實地訪視的同時，實地試評估條文可行性，再經過調整後，經

委員會議通過完成「TMAC醫學教育品質認證準則(2020版)」，於2020年1月公布實施。

「TMAC醫學教育品質認證準則(2020版)」維持原醫學院評鑑準則的5大章領域，唯第2

章名稱由原先的「醫學系」更明確地改為「課程與醫學生評量」，內涵即包括了課程管

理、課程成效評估、以及學生評量。2020版準則整體架構如下圖1：

2017年1月15-18日LCME前秘書長邀請Dr. Dan Hunt訪臺交流品保
機構申請國際認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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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設醫學系確立由TMAC評估、教育部審議之程序

為維護我國醫事人才培育之質與量，醫學系每年招收總名額1,300名醫學生之限制已實施

多年；新設立醫學系因涉及醫學系每年招生總額之管制，教育部及衛福部常須將醫師人

力的需求納入審慎考量。但，由於五大專科醫師(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急診)缺

乏、以及許多醫療政策、人口老化變項等也有所變化，再加上2019年住院醫師納入勞基

法的工時限制，因此，醫事司於2018年再度委託國衛院調查臺灣整體西醫師人力的分布

及需求，以掌握未來整體西醫師之供給與地域分布不均的預估狀況。

2016年衛福部重啟新制重點科別公費生培育計畫，第一期以5年500名公費生為目標，每

年培育約100名。教育部為配合培育醫事公費生之需求，於108學年度核定義守大學新設

立醫學系（公費生）學士班，2019年開始招收公費醫學生30名，TMAC將依往例每年皆

前往訪視直到2026年該校有第一屆畢業生之時進行正式全面評鑑。 

由於生物科技、精準醫學、大數據、人工智慧(AI)、智慧醫療不斷的突破創新與應用，國

內各大學受到高等教育國際競爭的影響態勢下，積極要求設置醫學系以加速提升發展智

慧醫療，加速AI與臨床診斷、全人醫療、健康促進及醫療產業的發展。因此，教育部醫

學教育會2019年10月18日會議決議，大學校院申請增設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案審查程

序將調整先委請TMAC預為評估，做成評估報告送教育部後，始進入教育部專業審查程

序。

因此，TMAC遂於2020年2月由張上淳主任委員邀集楊仁宏執行長、方基存教授、朱宗信

教授、呂佩穎教授、林其和教授、陳震寰教授等幾位委員，和劉克明教授、以及曾參與

TMAC第一次準則修訂的張燕娣醫師等組成工作小組，制訂「申設醫學系及學士後醫學

系評估準則」，以「TMAC醫學教育品質認證準則(2020版) 」架構 (如圖1)為基礎，針對

新申請學校的評估重點在於未來規劃面，進行條文增修，並刪除不適用的條文 (例如：

「1.4.6 醫學系若有對教育品質與成果重大影響的修正計畫、事件或變動，必須於當年度

通知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評估準則條文共五章、九十二條。申請學校在接受TMAC

評估前，需依照TMAC訂定之格式，書寫「申設醫學系及學士後醫學系評估準則暨自我

評估報告」。

由於申請學校尚未成立醫學系，教育部委託TMAC僅進行書面的評估，不執行實地訪

視。因此，評估重點為檢視學校投入的資源(包含空間、場地)、人員師資延攬計畫、課程

如何規劃、整合與執行等面向，審視學校所寫內容，除了完整性、恰當性外，更要著重

於「可行性」的評估，TMAC評估原則與重點列舉如下：

1. 機構與組織：

(1) 未來醫學院和醫學系的關係：大學或相關學院如何提供或扮演支持醫學系的發展

的角色。

(2) 學校若係以培育公費醫學生為申請設立之訴求，則其醫學生的培育與其學校(或學

系)訂定的教育目標之間關連性為何。

2. 課程與教學醫院的規劃：

(1) 課程規劃的參考或benchmark，以及未來要如何落實執行、是否有進行可行性評

估。如果課程執行有困難時，修訂的機制為何。

(3) 主要教學醫院的規劃：學校與主要教學醫院合作的模式，以及如何協助基礎與臨

床課程的整合，臨床實習課程的規畫安排與監督機制，尤其是已容納多所大學醫

學系學生實習的教學醫院，如何確保臨床教學的品質及掌握教學計畫施行與醫學

生評量的落實，學校和醫院之間的行政指揮架構的配合程度。若是自行籌建教學

醫院，則須提供規劃與計畫內容。

3. 教師： 

(1) 專任師資：教師的延聘政策與配套措施(包括醫學人文、基礎醫學與臨床教師)。基

礎醫學的師資來源，尤其是解剖學科的師資如何羅致聘請；臨床教師如何參與課

程的設計規劃與整合，並確保臨床實習課程的品質保證。醫學人文的師資是否具

五大領域

醫學生

教師

教育資源機構

課程與
醫學生評量

・組織
・決策單位
・醫學院(系)負責人
・醫學系之管理

・課程管理
・課程內容
・醫學生評量

・招生
・輔導及學生紀錄
・學習環境
・交換或訪問醫
 學生和轉系生

・數量、資格和功能
・人事政策

・財務
・一般設施與資源
・臨床教學設施及資源
・圖書館與資訊資源

圖1：TMAC醫學教育品質認證準則(2020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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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與教授內容相符的專長與學經歷等。

(2) 專任教師員額的來源：如何挪移他系教師員額給新設醫學系，或如何增加教師員

額，以供醫學系使用。

4. 教學資源：

(1) 學校投入的資源、預算包含空間、場地、師資延攬等資源的投入，其規劃落實的

「可行性」為何？

(2) 基礎醫學學科的空間規劃、設施，尤其是解剖學科授課及大體實驗的空間，以及

大體老師來源。

2019-2020年已經有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及元智大學等四校分

別向教育部提出增設學士後醫學系（公費生）之申請，TMAC也於2020年3月正式接受教

育部委託，針對此四校增設醫學系之申請案，TMAC成立各校之評估小組，由資深TMAC

委員擔任評估小組召集人，由評估小組進行書面初審，再由小組將初審報告送TMAC委

員會進行審慎的討論與評估，做成評估報告，並將評估報告呈送教育部；教育部俟衛生

福利部提供公費醫學生需求之推估及學校投入資源到位情況，再續行專業審查程序。

三、第三度獲得美國教育部NCFMEA認可

TMAC已於2002及2009年二度獲得NCFMEA認可，因效期已屆， NCFMEA於2016年通

知TMAC提出「再審議」之申請。於2017年9月由林其和主委和張上淳執行長赴美出席答

辯，並提供NCFMEA相關資料，包括：（1）目前臺灣醫學院的數量以及評鑑狀況；

（2）2013年以後TMAC的新準則與委員訪評手冊；（3）TMAC評鑑相關法規及進行方

式；（4）一間受評學校的自評報告與TMAC評鑑報告；（5）評鑑手續及過程；（6）

TMAC如何進行評鑑的判定等，其中2013年完成修訂的新制評鑑準則和自評表等重要文

件委由張燕娣醫師和呂佩穎教授協助翻譯。

此次審議會議中，NCFMEA問及幾個關鍵性問題，包括： (1) 對新設醫學院的成立，審

核標準及程序、由哪個機構依據哪些條文決定； (2) TMAC對醫學院的設立有無參與意

見；(3) 對各醫學院學生的表現，例如：入學醫學生的素質、畢業率、國家醫師考試通過

率、畢業後就職率等，有無評鑑標準；(4) 對表現不佳的醫學院，哪個單位有權力可以將

其關閉；(5) 對於醫學生遠距實習的醫院有無簽定合約；(6) 醫院臨床師資的品質如何掌

控；(7) 醫學生的意見或申訴有何管道；(8) 臺灣醫學院的學生總數有無管制；(9) 報考

「美國醫師執照考試」（United States Medical Licensing Examination, USMLE）成果

如何等。由此可看出美國非常重視各國醫學教育主管機關及評鑑單位是如何確保各醫學

系之教育品質，不只結構面的要求，過程面及結果面更被重視，非常強調政府或評鑑機

構應訂定適切確保教育品質的指標。在詢答的問題中，NCFMEA表示希望TMAC能訂定

醫師國考通過率的基準(benchmark)，以此基準作為評估各校辦學成果的重要指標之一。

2 0 1 7年N C F M E A審議結果，委員一致通過對T M A C的認可為「可相比擬」

(comparable)，這是對臺灣教育部、以及對TMAC致力確保臺灣醫學教育品質所付出努

力的肯定，唯附帶決議係四年後再追蹤新學制學生畢業後的成果、以及有關醫學生學習

成效中的醫師證照國家考試通過率是否訂定基準，仍為TMAC要持續努力的方向。

四、獲得WFME認可，再創新猷

WFME全球醫學教育評鑑機構認可計畫的實施方式，是由申請國家授權執行醫學教育認

證的機構主動提出申請，WFME審查該機構各面向，包括：是否為合法設立並且為政府

授權或承認的機構、該機構是否有訂定適當可信賴的認證準則、是否確實執行實地訪視

程序、訪視委員訓練機制、認證委員會是否有嚴謹的作成認證結果的程序和政策、認證

結果是否有國家醫學教育政策的配合、以及認證機構是否有定期檢討制度的機制以維持

其認證品質等。審查認證機構的書面資料後，WFME派遣來自不同國家的4人認可小組

(recognition team)至該國家參與認證機構的實地訪視，觀察訪視執行過程，並參加該機

構作成認證結果之會議。WFME認可小組實地評鑑後2個月內，依據WFME認可標準

（WFME Recognition Criteria)，寫出各條文的發現和判定符合程度（符合、部分符合或

不符合)，完成認可報告(recognition report)後交寄該認證機構，該機構可於一個月期限

內針對報告內容進行回應。而後由WFME全球六大區域分支的主席、WHO代表、世界醫

學會(WMA)代表等組織而成的「WFME認可審議委員會」(WFME Executive Council 

Recognition Committee)決議認可結果(Recognition Decision)。

由於美國ECFMG宣布從2024年(原訂2023年)開始，申請ECFMG認證的資格條件之一，

其畢業之醫學院必須通過WFME認可的認證機構評鑑。因此，連嚴謹著稱的美國的醫學

院認證機構LCME也不例外，於2014年接受WFME審視獲得認可(recognised)。為了確保

臺灣的醫學院畢業生資歷能符合全球公認及美國ECFMG的要求、以及證明臺灣有嚴謹的

實地評鑑機制以確保各醫學校院提供的醫學教育學程品質。TMAC邀請美國LCME前秘書

長Dr. Dan Hunt來臺分享LCME評鑑制度發展及個人評鑑經驗。

TMAC在經過二年的準備工作，盤點及檢討修訂所有的法規制度，於2017年正式向

WFME提出認可申請，並繳交書面報告和佐證資料。WFME遂安排認可小組於2018年12

月8~16日抵台，由Dr. Carol Hodgson (Team leader) 、Dr. John R. Boulet (Team 

secretary)、Dr. Ivana Oborná、Dr. Namita Kumar等人組成認可小組，進行TMAC的實

地認可訪視。WFME認可小組的實地訪視行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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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臺灣的認證制度及醫學教育之概況：12月9日WFME認可小組聆聽林其和主委簡

報介紹TMAC委員會組成及認證制度及臺灣醫學教育之概況。

2. 觀察 TMAC訪視小組實地評鑑醫學院的過程：12月10~13日為中國醫藥大學接受全面

訪視； WFME認可委員四天全程隨同TMAC訪視小組參與全面訪視，列席旁聽學校簡

報、訪視小組與主管（校長、董事會代表、院長、系主任等）的座談，參與所有

TMAC訪視小組的活動，並參加TMAC訪視小組最後一晚(13日)召開的共識會議，訪

視小組逐條討論準則條文發現、並作成符合程度判定的過程。

3. 觀察TMAC對已完成訪視的醫學院認證結果之審議過程：WFME認可小組於14日下午

列席TMAC委員會議，觀察TMAC已事先完成訪評的中山醫學大學的認證結果審議過

程。

WFME非常重視認證機構(accrediting agency)是否有實地訪視臨床教學地點，因此

TMAC訪視小組於第二、三天分為學校、附設醫院、以及合作教學醫院等三組的訪視行

程，WFME認可委員亦分組跟隨TMAC委員進行觀察。認可委員於過程中隨時利用休息

時段空檔繕打紀錄，並詢問TMAC人員釐清問題。從WFME認可小組的執行過程，可見

其訪查的嚴謹程度，委員皆依據WFME認可標準進行深入查核，透過審閱認證機構制度

文件、觀察現場執行過程、和與機構隨行人員的對談等，進行多重檢驗。 

WFME 認可小組經由實地觀察TMAC的訪視認證過程，針對TMAC提出寶貴建議：

1. 訪視前先尋求初步共識：WFME委員觀察到TMAC訪視小組在訪視最後一晚始進行逐

條討論發現並判定符合程度的共識會議，花費時間相當冗長，因此建議TMAC訪視小

組可在出隊前針對受訪學校自評報告中有疑義、或有缺失處，先尋求共識，現場訪視

得以更有效率的蒐集事證，以判定準則條文的符合程度。

2. 訪視過程可再簡化：WFME委員觀察到TMAC

訪視第一天為學校在機構資源、課程、學生事

務、教師等項目的簡報，學校安排學校及教學

醫院的行政主管進行報告、及回答TMAC訪視

委員的問題。WFME委員建議可思考其他替代

方式，例如：學校簡報內容以錄影光碟，提供

訪視委員於出隊前預覽。如此訪視委員可有更

多時間於學校現場針對有疑義處進行仔細、慎

重的查證。 

3. 此外，WFME委員也認為學校參與訪視的動員

人員可再精簡，TMAC訪視小組應可直接和要

查核的準則條文有關的負責教師、學生進行一

對一的晤談，以蒐集更真實的聲音。

針對WFME的建議，TMAC委員會也進行檢討，並

於隔年的實地訪視行程調整，以四天的全面訪視

為例，依照TMAC認證準則項目，將學校的各項簡

2018年12月林其和主委向WFME認可委員簡報介
紹TMAC。

2018年WFME認可委員與TMAC訪視小組於中
國醫大評鑑現場合照。

2018年WFME認可委員觀摩TMAC審議認證結果會議。

TMAC獲得WFME認可，效期10年(圖為認可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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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分散於每日行程，並搭配要查核的準則條文，安排訪視小組相關負責教師或主管的晤

談、以及實地訪查活動。並於每日下午至傍晚增加小組討論的時間，針對當日訪視的準

則項目討論相關條文的發現和判定，若發現仍有待釐清的問題，於隔日再行查證。

2019年4月WFME在韓國首爾召開第一次醫學教育評鑑國際研討會， 同時邀請TMAC代

表於大會分享如何準備WFME認可作業，不久就接到WFME正式來信通知TMAC通過認

可，效期10年（有效期限至2029年），這意味著臺灣醫學教育品質認證制度在程序及認

證標準符合全球公認的要求，臺灣的醫學院畢業生未來若要赴美申請住院醫師訓練或行

醫執業，已符合具備申請美國ECFMG認證的資格（ECFMG Certif ication）。而在

WFME全球醫學教育品保機構認可的驅動下，TMAC將持續精進，因應全球醫學教育快

速變化與革新，在認證政策、標準、程序和委員訓練等面向與時俱進。

五、2021~前瞻TMAC未來

醫學的目的在增進人類的健康福祉，優質的醫學教育更是培育良醫的關鍵；醫學教育評

鑑制度對於提昇醫學教育品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醫學教育的好壞更直接影響國民健康

與社會經濟，TMAC承擔作為臺灣醫學教育品質的認證機構，為未來醫師的專業知能與

素養品德奠立良好根基，醫學院評鑑制度的成功將確保台灣醫療品質的卓越，以守護民

眾的健康與生命。 

二十年來TMAC所以能夠成功的對於臺灣醫學教育品質的提升扮演關鍵影響的角色，我

們引用國際知名醫學教育學者FAIMER名譽主席Dr. John Norcini的觀察(詳見本專刊

P. 1 6 6 )來闡釋，他用A D K A R模型的五個步驟來說明T M A C成功發展的經驗：

Awareness：認識到需要改變，Desire渴望支持改變，Knowledge了解改變的知識，

Ability進行改變的能力，Reinforcement持續強化改變，以ADKAR模式依順序發展進行；

Dr. Norcini 簡潔切中要旨的評析，闡釋了TMAC成功發展的模式，甚至WFME主席Dr. 

David Gordon讚譽期勉TMAC作為醫學教育認證的領導者，應該能夠在西太平洋地區進

行跨境對話 (TMAC, as a leader in accredit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able to 

talk across border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來協助部分國家的醫學教育認證制

度的發展。

因應全球資通訊科技、數位科技、人工智慧、精準醫療的高速發展，加上全球新興疫

病、超高齡社會人口老化諸多醫療的不確定性與挑戰，以及世界醫學教育發展的潮流，

今後TMAC更須要不斷Reinforcement，在TMAC歷任主委、執行長、委員等前輩奠立的

良好基石，在認證制度上堅持「守護品質、邁向卓越」的精神，持續用心追求台灣醫學

教育的卓越， 在下列八大面向精益求精持續強化改善：

一、持續評鑑準則的修訂、與認可程序的精進與改善

二、訪視委員人才的延攬與認證專業的精進

三、提升認證程序的公正客觀及認證報告的品質

四、持續維護國際醫學教育機構的認證(WFME、NCFMEA) 

五、醫學教育暨評鑑、認證的資料庫建置

六、認證成效的評估與研究

七、爭取足夠的管理與財務資源，以利TMAC有更好的發展

八、與國際醫學教育品保機構締結友好合作關係

TMAC 走過二十年的歲月，篳路藍縷用心耕耘，以不斷提升臺灣醫學教育的水準為使

命，守護醫學教育品質我們始終堅持! 追求醫學教育卓越我們更將戮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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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
arching

醫學教育旨在培育濟世助人的良醫

醫學教育的成效攸關國人生命健康

醫學院評鑑旨在確保優質醫學教育的執行

TMAC攜手各醫學院系持續精進，培育良醫

提供民眾信賴、國際肯定的醫學教育品質保證

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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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臺灣醫學教育品質的醫學院評鑑

1998年美國通知臺灣的教育部表示，美國醫界不承認臺灣醫學院所培育的醫生，因為臺

灣的醫學教育與美國相較為「不相比擬」（non-comparable），這對臺灣的醫學教育是

一個未曾出現過的震撼，由於雙方醫學教育的訓練標準不同，因為無法相比擬，故美國

無法接受；且根據美方所指，臺灣訓練出來的醫師將無法在美國取得醫師執照，事況的

嚴重程度，讓教育部非常憂心。

提出臺灣醫學教育與美國不可比擬的為美國評鑑國外醫學教育機制的N C F M E A

（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這一個獨立

機構的設立，歸因於美國攸關醫學教育的評鑑組織LCME（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

LCME為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以及美國醫學教育學會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AAMC）所共同設立專責評鑑全美醫學教

育的委員會。美國醫界設立此一委員會，目的在於認知醫學教育非僅於訓練醫療工作的

基本技能，身為一位牽繫病患生命的醫師，除卻必須的醫療能力之外，更需具備服務以

及悲憫的人格特質，方是對病患醫療品質的保證。

LCME委員會定期評鑑美國各醫學院，其重要的功能為確認醫學院所訓練的醫師具有適

性醫師人格以及嚴謹醫療技能。這一個組織在美進行醫學院評鑑超過一甲子，對美國高

品質的醫學教育卓有貢獻。

2000年時任國衛院院長接受教育部委託執行醫學院評鑑事宜

中央研究院院士、國家衛生研究院創院院長

吳成文

真知灼見．擘創新猷

與美國醫學教育不可比擬，

挑戰臺灣醫學教育

美國為移民國家，無論是美國公

民在國外接受醫學教育或是赴美

的他國醫師，美國政府一向採取

正面接納的態度，但是在1980年

代，美國國會為保障其國民的醫

療權益，敦促聯邦政府教育部設

立調查其他國家之醫學教育評鑑

制度，以瞭解他國醫學教育的品

質，其最首要目標為是否可與美國醫學教育相比擬（comparable），美國教育部據此成

立NCFMEA，做為評鑑國外醫學教育的組織。

這即是1998年美國教育部來函表示，據NCFMEA進行各國的評鑑裁示，臺灣的醫學教育

為與美國不可比擬，這一個裁示，嚴重灼傷臺灣的醫學教育形象。

接獲美國NCFMEA裁示的教育部，非常迫切地希望瞭解原因，以教育部的認知，臺灣醫

學院所招收的學生一向是最秀異的學子，美國的裁示除影響臺灣的醫學教育之外，要是

發生骨牌效應，例如與美國採取同樣評鑑標準的其他先進國家，若提出同樣的判準，對

臺灣的影響更是無法逆料。

當時教育部隨即安排了黃崑巖教授以及李明亮教授，前往美國瞭解臺灣被裁示為不可比

擬的因素。黃崑巖教授與李明亮教授均是臺大醫學院畢業，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並於

美知名大學醫學院任教，同時先後回國創設成大及慈濟醫學院。兩位對臺灣與美國的醫

學教育均非常熟悉，教育部希望兩位教授前去，得以瞭解臺灣被裁示為不可比擬的原

委。

NCFMEA表示，臺灣的醫學院學生為高中畢業聯合招生所分發，而醫學院畢業生接受臨

床訓練之後，通過考試，即可以取得醫師資格，這一批學生以及爾後所謂養成的醫師，

沒有經過確實的評核以瞭解其人格特質是否適任於醫師的職責。此為因素之一。

除此之外，臺灣醫學教育的評鑑制度不客觀，更沒有獨立的評鑑機制，NCFMEA難以瞭

解各醫學院教育的實況，因而無法認可臺灣的醫學教育跟美國為可相比擬。

2004年WFME主席Dr Hans Karle 來台參訪，吳成文院長(左2)
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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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教授帶回的資訊，說明了當時我國醫學教育的侷限與現狀。教育部深知茲事體大，

牽一髮而動全身，以教育部的立場，必須及早因應，所以迅即邀集各醫學院的院長到教

育部會議，希望各醫學院院長提供意見，共同來解決這一個臺灣醫學教育甚為重大的危

機與挑戰。

眾望所歸，國衛院接下醫學院評鑑重責

我是在各大醫學院院長與教育部共同會議之後，方受邀參與其後召開的會議，當時國衛

院才成立不久。

過去臺灣的醫界各自擁據，學會林立，並獨行運作，例如若是某系統成立臺灣醫學會，

另一系統則成立中華醫學會，各醫學會之間自我為政，難以互動、合作，與美國學會的

背景大不相同，因之若是仿照美國LCME之形式，以學會邀集成立委員會來進行評鑑，

在臺灣卻難以奏功；而如何尋找到一個超然、客觀的組織，進行醫學院的評鑑，這是教

育部的第一道難題，也是教育部邀請我參與會議的原因。

在參與會議之際，方得知除了教育部，各醫學院院長亦希望藉助國衛院超然與公正的立

場，幫助醫界處理現下的危機。公部門與醫學院的共同期待，是讓國衛院擔任醫學院的

評鑑工作。

瞭解大家對國衛院的要求，我的第一個反應為國衛院為全國最高的醫學科學研究單位，

成立的使命為提升醫藥衛生研究水準，增進國人健康福祉，是一個任務導向型的學術研

究機構，醫學院的評鑑並非國衛院的職責，因這與國衛院設立的宗旨不符。

但是與會的教育部官員以及各醫學院院長，懇切商請國衛院以醫界的大局為念。當時我

也想著，國衛院身為醫界的一份子，出手幫忙的確義不容辭，然公平客觀的評鑑工作，

一定會評比出好壞，事實上沒有一個組織機構喜歡被評比，而且還得接受必須修正的意

見，看來這一個評鑑工作並不容易，兼之國衛院為學術單位，沒有行政上的權力，評鑑

之後的執行，才是臺灣醫學教育得以改善的關鍵。這一些障礙必須先行克服。

我在會議中應允可以由國衛院來進行醫學院的評鑑事宜，但是提出兩個請求，一是所有

的醫學院必須一致同意由國衛院接手評鑑，教育部同時要出具公文正式委託國衛院；另

一個重要的要求為，無論國衛院對各醫學院的評鑑結果與建議為何，教育部必須無異議

執行，醫學院也必須整體配合。

會議中，教育部與各醫學院的院長都同意了，於是教育部正式發文由國衛院執行國內所

有醫學院的評鑑工作（註一），國衛院接受了教育部委託。我的第一個思量便是找到適

任的人，來帶領建立醫學院的評鑑機制，以及邀請我國重要的醫衛學者，設立公正、超

然以及專業的委員會。

國衛院帶領醫評會，期改革臺灣醫教瑕疵

其實於接受教育部的委託之際，我心中已經有著人選，為方自成大醫學院退休，進入國

衛院擔任臨床研究組副主任的黃崑巖教授。

黃崑巖教授為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對醫學教育有獨到見地，成大醫學院興學有成，醫

界有目共睹，兼之他曾經赴美瞭解NCFMEA對臺灣醫學教育的意見，由他來執行醫學院

的評鑑工作，至為相宜。當國衛院邀請黃教授承擔醫學院評鑑的重責，他也欣然同意，

認為這是對臺灣醫界效力的機會，也是他念茲在茲，希望改革臺灣醫學教育有所瑕疵的

開始。

2000年，在國衛院帶領下的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簡稱TMAC）成立了，黃崑巖教授擔任主任委員，委員共計11名，由國衛院推舉5人，教

育部推舉3人，全國各公私立醫學院院長推舉3人。上述委員必須對臺灣醫學教育有深刻

的經驗與認識，能對所有醫學院提供高瞻遠矚與立場超然之意見，委員組成除了臨床醫

學專家之外，亦可以邀請基礎醫學之學者以及人文學者擔任，以求更深入評鑑醫學院的

教育與人文素養內涵。

在如此周觀的考量下，第1屆11名委員出爐（註二），均是國內外熟知的臺灣醫界人士，

委員會並設有行政人員，以協助委員訂定評鑑工作之基本政策、確定評鑑重點、安排訪

視、審查訪視小組訪視報告，以及將裁定結果送交教育部等相關事宜。

這是一個十分繁複的行政作業，但是TMAC在短短1年內完成了評鑑機制，並進行各校的

訪視，藉由訪視機會說明評鑑的要點、評鑑準則與規定，以幫助學校瞭解評鑑對醫學教

育的重要性，同時將自我評鑑表格分發至各個醫學院，學校填寫完成自我評鑑報告後，

委員會方實地進行評鑑。

這一次國衛院進行的評鑑工作，各個學校均非常配合，評鑑的結果出爐，有通過的醫學

院，以及尚待改善的醫學院名單，因為委員會評鑑的過程嚴謹、公開以及超然，各個醫

學院接獲教育部的評鑑結果，均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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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完成答辯，翻轉美方裁示

自規劃建立委員會到進行評鑑，將近2年的時間，TMAC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任務。2002年

3月，國衛院邀請黃崑巖教授、何曼德院士前往美國華盛頓NCFMEA的聽證會進行答

辯，會議中報告我國進行醫學院的評鑑制度，以及臺灣醫學教育逐年改善的實況，結果

獲得與會委員的一致肯定，委員會旋即通過我國醫學院評鑑為與美國comparable（可相

比擬），歷經2年的努力，終於讓美國翻轉對臺灣醫學教育的裁示。

跨過這一步之後，2003年3月，黃崑巖教授代表TMAC出席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簡稱WFME）當年於哥本哈根的年會，報告臺灣設

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以及評鑑的實地經驗，當年的會議讓WFME年會的各國代表印象深

刻。WFME為世界衛生組織外圍的非官方機構，臺灣的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也因此與國際

組織互動，正面地提升我國醫學教育於國際學界的形象。

TMAC為我國醫學教育打了一場勝戰，建立醫學教育評鑑的新風貌，國衛院幫助臺灣醫

界奪得先進國家的認可，我個人也深感國衛院與醫界一起成長的欣慰。

眼見黃崑巖教授對臺灣醫學教育的貢獻與熱忱，當教育部諮詢有關部內新任醫學教育委

員會主委的人選之際，我認為黃教授為不二人選，於是推薦黃教授身兼TMAC以及醫教

會的主委，這一段時間，他撰寫了臺灣教育白皮書，同時結合TMAC的經驗，制訂短、

中、長的評鑑目標，同時戮力於臺灣高等教育的改革理想。

2005年，我即將卸下國衛院院長職務前夕，當時教育部鑒於醫學院評鑑之成功，希望將

此一制度推廣至大專院校，所以成立了高等教育的評鑑中心，藉助評鑑中心對我國大專

院校的評核，教育部可以瞭解各院校的教學面向，據此來提升學校的教學水準，教育部

並認為若是以長久計，TMAC應進入教育部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國衛院階段性任務完成，醫評會回歸教育部

我下任在即，那一年諸事倥傯，回憶起昔年接受教育部的委託進行醫學院評鑑，當時的

思索為國衛院身在醫界，當醫學院的教育遭受挑戰、需要幫助之際，做為醫界的一份

子，理應義不容辭，所以接下了醫學院的評鑑工作。

但是嚴格說來，這並不是國衛院份內之事，國衛院做為一個學術單位，負有任務導向的

研究使命，而醫學教育的良窳為教育部的職司，國衛院已達成階段性的任務，TMAC應

回歸教育部。至此，TMAC脫離了國衛院，進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由評鑑中心專責辦

理醫學院的評鑑工作，國衛院為醫界所承挑的責任，自斯卸下。

2006年TMAC回歸教育部，黃崑巖教授依舊擔任TMAC主委，他持續在TMAC貢獻心

力，一直到他2012年於美國辭世（註三）。

過去臺灣醫學院的學生來源全然根據大學入學考試的成績，但是TMAC將這一個行之久

遠的制度逐一地調整，除了學業表現之外，同時注意其人格是否具備利他特質，以及有

否溝通的技巧能力等，希望以最大的可能選擇與培養出將來以病患為先的良醫，現今

TMAC已經運作成熟，這是TMAC早期工作的委員們以及黃崑巖教授當年的心血。

這幾年，TMAC除了醫學院評鑑之外，尚注意到醫學院的差異化教學競爭，同時不斷修

正評鑑需注意的細微末節。例如就大環境而言，醫學院的臨床訓練尚不足，必須透過革

新的課程以及病床邊的教學，使醫學系學生在接受過完整養成教育，畢業之後具有得以

在各科勝任的通才能力，以及進一步擁有接觸基礎科學之職能。

這其實是今日醫學教育須步步進益的地方，對於上一世紀國衛院進入醫學院的評鑑工

作，所開展今日醫學教育足以前進的契機，是機會也有期許。這一場國衛院與當時

TMAC戮力合作的學者專家們，像是接力一般，協手提升臺灣醫學教育以及醫學院評鑑

的品質，是歷史，更有「耕」新，企盼臺灣的醫學教育「耕耘」日進，育學澤民。是為

記。

註一： 當時國內的醫學院，包括：臺大醫學院、陽明醫學院、成大醫學院、國防醫學院、長庚醫學

院、臺北醫學院、高雄醫學院、中國醫學院、中山醫學院、慈濟醫學院。

註二： 第1屆TMAC委員會：張仲明（國衛院院內處處長）、何曼德（國衛院臨床組組主任/中研院院

士）、黃伯超（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主委）、黃達夫（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胡俊弘

（臺北醫學大學校長）、王乃三（成大醫學院前院長）、張心湜（陽明大學泌尿學科教授/振

興醫院院長）、陳定信（臺大醫學院院長/中研院院士）、賴其萬（慈濟大學副校長兼醫學院

院長）、謝博生（臺大醫學院院長），以及主任委員黃崑巖教授。

註三： 黃崑巖教授於2012年TMAC第四屆委員任內，在美國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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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C 20週年：幾個值得回憶的歷史

欣逢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正式成立20週年，趁此機會就底下幾項與我有關

的事情作一回顧，並期許TMAC繼續對臺灣的醫學教育做出更大貢獻。

TMAC通過NCFMEA認可審查

我在2002年2月從政務委員兼行政院921災後重建會執行長，出任教育部長。同年3月1
日，黃崑巖教授（時任醫教會常委）代表教育部，會同何曼德院士，前往美國教育部

NCFME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經過
答辯後首次通過對臺灣醫學教育與評鑑制度的認可審查，亦即認同臺灣的醫學教育與其

評鑑認可方式，具有可以與美國醫學教育及認可機制互相比較的標準。

我國教育部曾在1998年接受過NCFMEA的認可審議，但在答辯之後並未通過，該年日
本、韓國、奧地利、瑞典、與瑞士等國也都沒有通過。這次得以順利通過是一件大事，

就在2002年3月14日上午在國賓飯店舉辦記者會，由黃崑巖常委與范巽綠政務次長主
持，又因當時TMAC寄居國衛院，所以吳成文院長也出席記者會。這是TMAC開大門走大
路爭取國際認可的開始，TMAC再接再厲，於2009與2017年又分別獲得NCFMEA的定期
認可。

一起走在臺灣醫學教育改革的道路上

為了讓TMAC的推動有一個更堅實的基礎，必須要對臺灣醫學教育有一個更高更廣的全
面性觀點，而且要有落實的策略與期程。教育部醫教會結合醫學校院校院長會議，於

2003年4月發布醫學教育白皮書，發布之前曾在教育部部務會議中，由黃崑巖常委代表

曾任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董事長、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名譽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教育部部長

考試院院長

黃榮村

真知灼見．擘創新猷

醫教會提出報告與討論，當時楊泮池校長是教育部顧問室主任，也是部務會議成員。之後

則依據白皮書由醫教會訂定發布醫學教育六年改進計畫，分別於2005、2007、2009年對
所有醫學校院做實地訪視。其中包括有推動博雅教育、先學做人再學做醫生、建立CFD、
提倡PBL與模組教學、重視基礎與臨床介面的臨床醫學教育與床邊教學、改革招生與學
制、研議畢業後之PGY制度等項。TMAC與醫學教育改革兩者之間因此得以相輔相成，
TMAC得以在更堅實的醫學教育土壤上實施，互蒙其利。

TMAC於2006年改隸高教評鑑中心基金會（HEEACT），我有一段時間出任HEEACT董
事長（2014-2020），TMAC則在2019年4月首次通過世界醫學教育聯盟（WFME）認
證，以因應美國對外國醫學院畢業生進入美國醫療界的要求，效期10年。從此之後，國
內13所醫學院對TMAC的精進仍會持續期待與要求，但應已不會再有反對或懷疑TMAC設
立及運作之必要性的聲音。

上述TMAC 2大首次國際認證與發布臺灣醫教白皮書的時間，我剛好都躬逢其盛，也因此
有機會參與貢獻一點力量，實深感慰，特記於此以當為紀念。

關於黃崑巖院長的一些風範

最後講一些與TMAC靈魂人物黃崑巖院長有關的事。黃教授在醫教會時，曾與我一齊促成
了臺大法醫研究所及馬偕醫學院的成立；在2003年SARS風暴時，由於曾任衛生署防疫總
所所長的吳聰能任教育部主秘、楊泮池校長時任教育部顧問室主任、黃崑巖教授是醫教會

常委，所以居間協調整合，也與旁邊臺大醫學院陳定信院長以及臺大醫院李源德院長緊密

合作，因此在很多作為上，包括5,000多人次的各級學校實地訪視、在全球張羅進口N95
口罩、訂定班級與全校停課標準、安排全國性聯考發燒檢測等項，教育部都有機會自行超

前部署，這是與後來以中央防疫指揮中心方式統一指揮的作法稍有不同之處。

由於這些因緣，以後我到中國醫藥大學出任校長（2005-2014），我們有一次共同出席在
校內舉辦的國內醫教研討會，黃崑巖教授主動講起我們過去的合作經驗，之後私下跟我

說，應該頒我一個榮譽醫學士的學位，這是我們這種人表達感謝的方式，但卻不能真做

的。

他有一次在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一年級生的課堂上坐了一整節課，之後提出一個問題：

「為什麼奉獻自己而服務的是基督教醫院裡的人員為多? 為什麼來臺行醫的醫師多半是蘇
格蘭來的傳教士，而且是長老教會的屬下占絕大多數? ----」。這個問題與我後來在學校
推動4年的「重返史懷哲之路」，也有一些關聯性存在，而這類問題黃教授在其一生中一
定是多所提問的，包括教養問題在內，這些發問，反映了黃教授的品味眼光與格局，也因

此影響了整個世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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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C 20週年回顧

記得1998年美國聯邦教育部醫學教育與認可委員會認為我國的醫學教育「不相比擬」

（non-comparable），震驚當時的教育部及醫學界，教育部於是邀請時任國家衛生研究

院的吳成文院長進行規劃及研議。

黃崑巖教授領軍TMAC促成臺灣醫教改革

猶記得那天吳院長和我去到成大，向黃院長說明國衛院面對的挑戰，並希望黃院長在離

開成大後加入國衛院的團隊，除了幫忙國家衛生研究院院區的打造、中醫藥嚴謹的臨床

試驗規劃等等之外，當然也包含醫學教育的重整工作。後亦向教育部推薦延聘黃崑巖教

授擔任醫教會主委職。

黃教授旋於2000年9月在國衛院成立了獨立的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簡稱TMAC），客觀地評鑑我國的醫學教育，為臺灣醫學教育奠

定重要的里程碑。2000-2005年TMAC均暫設於國衛院，直至2005年底始遷入評鑑中心

現址。

2002年3月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代表赴美進行答辯，使美國正式通過我們的醫學院與美國

可評比（comparable），成功將臺灣醫學教育與國際接軌。2003年 3 月黃崑巖教授撰寫

醫學教育白皮書，教育部即據以訂定六年醫學教育改進計畫。這些年來，臺灣醫學教育

大幅改革與整頓，國內醫學教育產生質變，亦深切影響我國近10多年來的醫療品質及水

準，黃崑巖教授居功厥偉。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副總召集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名譽研究員

張仲明

瞻矚高遠．思慮深熟

曾任醫學院評鑑規劃委員會委員（1999）、
TMAC第一~二屆委員（2000~2006）、國家衛生研究院院內研究處處長

感佩醫評會每一位委員的用心任事與付出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成立之初，我亦躬逢其會，受

邀擔任二屆TMAC委員，與數十位關心醫學教育的

學者先進共同研商醫學院評鑑事宜，凝聚各方共

識，研訂醫學院評鑑準則、要項、規格及TMAC評

鑑之近、中、遠程目標等。猶記得當時委員中如

賴其萬教授、黃達夫教授、陳定信教授、謝博生

教授、王乃三教授等，無不對教育充滿使命與熱

忱，每次委員會議總是有熱烈的討論，雖然面對

的是一項極具難度的挑戰，卻都深具勇氣及信

心，大家集思廣益，意見交換溝通、腦力激盪，

只為一個共同的信念，要設法讓臺灣的醫學教育突破現狀，必須提出各種應興應革的舉

措，並落實於全國醫學教育。例如小組討論教學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即為當時

所提各種變革中重要的例子之一。

當年討論時的場景，因為回顧打開了記憶，每一位委員無私的奉獻，對落實醫學教育改

革的期盼殷殷，同時也展現了他們的智慧與高度，令人感佩，而今思之仍動容。惟黃崑

巖教授、王乃三教授、謝博生教授、陳定信教授已離開我們，哲人雖遠，典範、德業必

將永存。

期盼醫評會的業務推動再上一層樓

自2001年開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開始對全國各醫學系進行定期之實地訪視、評鑑。由

於醫評會的積極推動，帶動全國各醫學校院開始重視醫學人文的培養、臨床基礎課程的

整合、設立教師發展中心、加強床邊教學等等興革風氣。也因而促成2006年教育部成立

「臺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會」（TNAC）。

走過20個年頭，向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竭心盡力的各位醫界、學研界等先進們致敬，由於

每一位的熱忱付出，TMAC接續於2002、2009、2017年3度獲得美國教育部判定與美國

醫學教育評鑑制度「可相比擬」（comparable），肯定臺灣的醫學教育水準。

未來雖仍有長路要走，但相信眾志成城，必有佳績，獻上衷心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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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載耕耘溯醫評—
TMAC經驗的文化省思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簡稱醫評會）的張

曉平女士，最近告訴我醫評會正籌備20週年紀念，希望我寫一些文字，省思兩度參與醫

評會工作經驗的啟示，我為之悚然而驚，感嘆逝水年華，歲月無情！我不是醫界人士，

但在殊勝因緣之下，曾經兩度參與醫評會的工作，追隨醫界朋友關心醫學教育，觀察學

習體會甚多，至今仍感恩在心，所以就以非常虔敬的心情，寫下對醫評會的敬意與思考

的心得。

以人文學者身分，參與規劃醫評會成立事宜

在2000年8月1日，第一屆醫評會啟動之前一年（1999），由時任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

員、廣受尊敬的黃崑巖教授擔任主席，黃教授承教育部之委託組成「國家衛生研究院醫

學院評鑑規劃委員會」，籌備將來成立醫評會的先行準備事宜。原定規劃期間是1999年

6月至9月30日，後來規劃委員會決議將通過之評鑑標準草案，先致送全國各大學醫學院

院長徵詢意見，因此向教育部展延規劃工作至1999年11月30日止。

承蒙黃崑巖教授的錯愛，讓我以一個人文學者的身分，參與規劃委員會，在1999年8月

26日第二次會議完成評鑑準則草案後，委員會決議由我負責草案文字修飾工作。記得當

年在中央研究院生醫所共召開4次會議，出席的委員都是醫界卓富聲望的大老，如宋瑞樓

院士、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黃達夫院長、時任慈濟醫學人文社會學院（後改制為大學）校

長的李明亮校長、時任教育部醫教會主委的台大醫學院黃伯超教授、台大醫學院謝博生

院長、成大醫學院王乃三院長等人。醫界以外的委員有時任陽明大學校長的曾志朗院

士、時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的黃碧端教授，以及時任國家衛生研究院院內研究業務處處

長的張仲明教授。

曾任醫學院評鑑規劃委員會委員（1999）、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TMAC第五屆委員（2012~2015）

臺灣大學特聘講座教授/歐洲研究院（Academia Europaea）院士

黃俊傑

瞻矚高遠．思慮深熟

規劃委員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草擬未來展開評鑑工作時所依循的《評鑑準則》。規劃

委員會並在1999年10月12日第四次規劃會議中，完成由我潤色修訂後之準則草案，並通

過「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成為TMAC成立的法源。

在規劃委員會歷次開會過程中，因為我是非醫學專業人士，所以完全沒有發言的空間，

我以一個客觀的觀察者身分，聆聽諸位醫界大老的發言，是我求之不得的學習機會。雖

然已經過了20寒暑，但是憶起當年規劃委員會開會情景，至今歷歷在目，仿如昨日。

記得當年規劃委員會擬定《評鑑準則》，主要是以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與美國醫學院學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共同設立

之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LCME），所訂定的評鑑手冊為範本，

LCME評鑑美國與加拿大的醫學教育，已有百年的豐富經驗。這一套評鑑制度與20世紀

上半葉因推動美國醫學教育改革貢獻卓著，而有「美國醫學教育改革之父」之稱的弗列

斯納（Abraham Flexner，1866-1959）關係甚深，胡適之（1891-1962）先生畢生非常

尊敬弗列斯納在高等教育上的偉大貢獻。弗列斯納在北美醫學教育改革成功之後，獲洛

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邀請出任「通識教育委員會」（General 

Education Board）秘書長，推動美國的大學通識教育改革，後來在1930年應邀出任全球

首創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創院院長。

我因為對20世紀上半葉美國醫學教育改革的歷史略有所知，也讀過弗列斯納所著的許多

有關高等教育的書，所以當年對於規劃委員會草擬評鑑準則時，以美國醫學教育評鑑準

則為範本，再參考澳洲醫學委員會（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 AMC）的評鑑準則，我

基本上是非常贊成的。最重要的是，黃崑巖教授告訴大家，因為臺灣的醫學教育被美國

的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NCFMEA，

2014年6月黃俊傑教授(左)受TMAC
邀請於AMEWPR醫學教育國際研討
會進行專題演講，圖為接受主持人楊

仁宏院長致贈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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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評定為與美國醫學教育「不相比擬（n o n-

comparable）」，影響我國生醫人才在國外訓練之機會，所以我們必須推動制度化的醫

學教育評鑑，以爭取美方的認可。此事攸關臺灣醫學教育的地位與畢業生的出路，我們

必須全力以赴，才能因應醫學教育評鑑的時代潮流。

規劃委員會每次開會時，先宣讀依美國評鑑準則逐條草譯的中文稿，之後眾人就恭請宋

瑞樓院士發表高見，宋教授侃侃而談，秘書人員遂筆錄作為修訂的依據。當年開會的場

景，如今想起仍依稀如在眼前：主席黃崑巖教授主持議事，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言談

中時時自然散發那種如磁鐵般的人格魅力，使與會同仁打瞌睡成為不可能；宋院士的發

言深具威望，也許只有“authoritative”這個字可以形容；李明亮校長之發言精確，黃伯

超教授與謝博生院長講話的沉穩、內斂，都使我非常敬重。在一個人文學者的眼中，這

些臺灣醫界菁英做事力求精準，思路縝密，充滿來自專業與經驗的自信，以及採取現代

思維習慣，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年規劃委員會開會時的氛圍非常愉快，醫界大老委員都經驗豐富，「談笑有鴻儒，往

來無白丁」，發言盈庭，頗有「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味道，每個人都留下美好的

記憶。後來黃崑巖教授與賴其萬教授等人，還來過臺大共同教育委員會，和我討論大學

通識教育的問題。他們對大學通識教育的關心，使我非常感動。多年以後，黃崑巖教授

為「類帕金森氏症」所苦，我的好友賴其萬教授曾赴美東黃教授府上拜望關懷，他返臺

後告訴我：黃崑巖教授雖然為這種大腦病變所苦，但聽聞臺灣醫學教育之事，仍會流

淚。當年聽聞賴教授轉述崑巖先生病況，我非常激動，為之泫然欲泣！我清楚地記得，

當年黃崑巖先生從他創辦的成大醫學院院長卸任後，告訴我他要去德國參加一個短期的

訓練班，重溫德語能力。我對他自我提升的精進，衷心佩服。對於崑巖先生的病況，我

痛感上天太不公平！

兼顧普遍性與特殊性，提升醫學教育中的人文精神

在我參加醫評會規劃委員會，以及後來被第四屆醫評會推選為第五屆委員（2012.8.1-

2015.7.31），參與醫學院教育實地評鑑工作過程中，我常常想到醫學教育評鑑的「普遍

主義」（universalism）與「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之間，既不可完全分割，但又

互為緊張的複雜關係。

我所謂醫學教育評鑑的「普遍主義」，是指醫療行為有其普遍性，因此培養醫療人才的

醫學教育必有其普世通行之標準。舉例言之，顯微鏡是17世紀荷蘭人所發明，但顯微鏡

也可以檢驗荷蘭人之外所有病人的細菌，就好像活字印刷術是北宋時代（960-1279）中

國人所發明，但可以用來印刷歐洲的書籍一樣。所以，醫師的養成與訓練過程必有其全

球普同的標準，這就是評鑑制度與《評鑑準則》之所以必要的原因。

但是，醫學教育作為臺灣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又必定有其特殊性之社會文化因

素，因為我們所培養訓練的醫療人才，將來所面對的病人是生活於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氛圍濃厚的華人社會的病人，他們與西方社會的病人的社會文化

特質，有其巨大的差異。因此，醫學教育又勢必有其特殊於華人社會的社會文化內涵。

舉例言之，當臺灣的醫師面對重症病人氣切等重大醫療抉擇時，醫師大多必須聽病人家

屬的決定。同樣狀況如果在美國那種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較強的社會氛圍之中，

來自病人家屬的無形壓力就減輕很多。這種雙方社會文化的差異，在醫學教育及其評鑑

中必須被考慮在內。我們不能完全用美國培育將來治療以WASP（白種人、盎格魯薩克

遜民族、信仰基督新教的人）為主的病人之教育內容，來教育我們將來面對華人社會病

人的醫師，否則我們將來的醫師與病人之間，必出現巨大的文化差異。

從以上所說醫學教育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來看，我在21年前參加TMAC規劃委員會時，就

時時感到醫學教育以及醫學教育評鑑工作中，「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的張

力。我當年心中有時不免懷疑：如果臺灣醫學系評鑑準則，百分之百照搬美國的評鑑準

則，進行橫面的移植，那麼，美國的評鑑準則豈不就成為古希臘神話中的「普羅克斯提

的床」（“Procrustean bed”）？如果必須穿上美國醫學教育界精心打造的這一件「黃

金緊身夾克」（“Golden straitjacket”），臺灣醫學教育才能獲得美國承認為可以「相

比擬」（comparable），使「美國的」標準成為「普世的」標準，那麼臺灣醫學教育的

社會文化主體性，必然快速流失，甚至隨風而逝。這樣的評鑑準則可以說完全是「以西

攝中」，是一種學術與教育的霸權主義（hegemonism）！

從21年前參加規劃委員會至今，我心靈深處一直被這個問題所困擾，苦思脫困而出的策

略。今日回顧過去20年來，我參與醫界同仁的各項學術活動，竟然幾乎每一次都再次感

受到這個問題的召喚，思考這個問題的出路。2004年1月10日，臺北醫學大學舉辦《醫

學院校人文教育的現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我應邀作的主題報告，即以〈醫學教育中

人文精神的提升〉為題，強調醫學教育回歸華人社會文化主體性的人文教育之重要性。

多年前，我在臺大醫學院主辦的《醫學教育研討會》中，所作的主題演講，就提出「從

東亞出發思考」（thinking from East Asia）的建議。2014年3月30日，教育部「醫學專

業教育改進計畫」計畫辦公室與臺大生醫暨科技倫理法律與社會中心，合辦《醫學人文

革新國際研討會》，我在開幕致詞中也特別呼籲，從東亞文化傳統出發，探索醫學人文

與生命倫理教育創新的可能願景。

參與TMAC的評鑑工作，使我相信：包括醫學教育評鑑制度在內從國外移植到本國的各

種制度，必須經過一些調整與轉化，我稱之為「脈絡性轉換」（contextual turn），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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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國社會文化相融合，這也就是日語所謂「風土化」（ふうどか）的過程，所以，

2014年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學會（AMEWPR）年會移師臺北，由TMAC等單位主辦，

來自西太平洋地區十幾個國家與地區與臺灣的醫學教授與醫師出席，大會主席賴其萬教

授指示我作主題報告，當時我訂的題目就是："On the Necessity of 'Contextual Turn'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Asia"，這個題目可以說是TMAC的經驗所給予我的啟示。「脈絡性

轉換」的現象，在我的學術專業領域東亞思想交流史中，更是屢見不鮮。我也曾撰寫論

文，成為我的專書中的一章（參看：Chun-chieh Huang, "On the 'Contextual Turn' in the 

Tokugawa Japanes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ypes and Problems," 收

入拙著： 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Texts in Contexts, Göttingen: V&R Unipress, 

2015, Chapter 2, pp. 25-40）。

回首來時路，意外發現當年參加黃崑巖教授所領導的醫評會規劃工作，以及後來參加賴

其萬教授領導的第5屆醫評會，竟然在以後20年間，對於我在醫學教育的思考上，產生這

樣巨大的刺激與影響。緬懷黃崑巖教授的人格與風格，以及賴其萬教授與TMAC歷屆同

仁賜給我的引導，我心中昇起不能遏止的感恩之心！

把人帶回醫學，用合作態度來面對新時代挑戰

最後，我想引用黃崑巖教授在1996年的一篇短文的題目：〈把「人」帶回醫學〉，敬愛

的崑巖教授常常說：在成為醫生之前，先成為「人」。我知道崑巖教授說的「人」是指

一個「整全的人」，參與TMAC工作使我更相信：人文教育與醫學專業教育如車之二

輪、鳥之雙翼，兩者不能分，亦不可分。在TMAC的評鑑準則中，特別重視人文通識教

育的重要，主張醫學院應「重視人文及倫理課程，而且要盡早施行倫理教育，⋯課程應

該著重醫師與病人以及與陪病人員的人際關係之發展，特別要教導學生如何才能贏得病

患與病患家屬的信任，以維持良好的醫病關係」（《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評鑑準則 

(2000)》，伍、教學，II課程內容之第(1)項）。

醫學教育雖然非常重視SOP訓練，強調PBL教學方法，但是，優質的人文與倫理教育永

遠居於極重要之地位。講到醫學教育及其評鑑，我們必須在上文所說的「普遍性」與

「特殊性」之間，在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努力獲得一個動態的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多年前，我與蔡甫昌教授在臺大醫學院合開《醫學人文》通識課程，賴

其萬教授也參與授課，獲得許多學生熱烈的回應，更使我覺得21世紀臺灣優秀的醫學

生，需要傾聽來自東方文化智慧的呼聲。

今（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肆虐全球，對人類文明衝擊極大。已近

百齡的著名政治家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1923－）最近撰文擔憂2020年的病毒將

永遠改變以自由主義為中心的世界秩序（Henry A. Kissing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 Wall Street Journal [New York, N.Y] 04 

Apr., 2020, A.17.），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也在《紐約時報》撰文，呼籲放棄或

修正過度的個人主義生活方式，因為「人類必須互助，否則只有走向滅亡」（Jan-

Werner Müller, "We Must Help One Another or Di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N.Y] 

19 March 2020）。

在這樣病毒攻擊人類的新時代裡，我們的醫學教育必須更努力啟發學生，認識不同生命

之間（甚至在人類與病毒之間），存有互通互感的關係，儒家主張「物我一體」、「仁

者，渾然與物同體。」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在所撰的〈仁說〉一文中，主張藉由

「仁」的興發感通，來達成生命彼此相容的可能性。柏拉圖（Plato,  428-347 BCE）所

謂的靈魂不滅，《新約全書．哥林多前書》所言：「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

天」；以及佛教講的「神識」的輪迴與再生，都強調人的生理生命有其限制，死亡是生

命的必然，但是人的精神與靈魂卻可以長久永續提升。這樣的人文精神與生命智慧，確

實是21世紀醫學教育之所急需。

在醫療科技突飛猛進，「自動化」（automation）、「精準醫療」飛躍發展的21世紀，

我們更需要以優質人文教育，培育21世紀醫學生具有「機器不能取代的」能力。從一個

人文教育工作者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新時代醫學生特別需要的「機器不能取代的」能

力，包括自我轉化（self-transformation）與自我更新（self-renewal）的能力、「同理心

（empathy）」的能力（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  ）、「價值」

（value）的創造力（creativity）、進行道德判斷（moral judgment）的能力、感受別人

的痛苦的能力、發自內心與別人溝通（心理學家所謂 "attune communication"）的能力

等。

新時代的醫學生不僅需要認知，不同生命之間有其共生互感之關係，更要認知：在「新

冠肺炎病毒」肆虐的新時代裡，單一國家不能獨善其身。曾提出國家的「軟實力」（soft 

power）之說的哈佛大學講座教授奈伊（Joseph S. Nye, Jr.），最近在《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期刊上，就強調COVID-19告訴美國人，美國必須調整對外政策，與

世界各國更加合作，才能適應新世界（見該刊，March 20, 2020）。COVID-19所創造的

新世界，需要更優質的醫學教育，才能培育因應新時代挑戰的醫師。我以最虔敬之心，

祝賀醫評會20年有成，更祝福在未來20年發揮更大的作用，帶領醫學教育再創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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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黃崑巖教授和 TMAC的成立

接到TMAC同仁電話，猛然一驚，好快，TMAC成立竟已經20年了！「可否寫篇紀念短

文？」當然可以。——不僅因為TMAC的成立意義非比尋常，更因為黃崑巖教授是位特別教

人懷念的醫學教育守護者和人生難得的益友！

從徵詢人選到醫學教育評鑑新制的建立

我在1997年年底，應當時教育部吳京部長之邀，借調到部裡擔任高教司司長。高教司是個業

務繁重的單位，我當時把重點放在兩個工作上，一是修大學法，使大學能在制度面合理自

治，鬆綁教育部的管理角色；另一個，當然就是在鬆綁的同時，如何建立有效的評鑑機制，

以保障大學品質。

而就在我到職的幾個月後，1998年的某一天，秘書慣常每天送進來的大批信件裡，有一封我

看後不僅吃驚，同時還覺得憤怒和憂慮。那是美國教育部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委員會

(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NCFMEA)寄來給教

育部的信。信中說由於臺灣未建立專責醫學教育評鑑制度和組織，雙方的醫學教學無法相比

較(non-comparable)。如果持續沒有改善，美國的大學醫學院將不接受臺灣學生的申請，更

不可能提供獎學金！看到這信，當時還相對年輕的我這個司長，立刻血性就上來了，這不只

對我們的學生不利而已，也是臺灣醫學教育的恥辱。我立刻找了部裡醫教會的常委黃伯超教

授和副司長陳德華商討，大家覺得應該委任一位有醫界學術聲望，又具備「辦洋務」能力的

學者來主持其事，我又請教了醫界大老如李明亮校長等人，大家逐漸聚焦在曾創立成大醫學

院，而這時已任滿功成身退的黃崑巖教授，覺得他是最適合承擔這個使命的人選！

我當時並不認識黃崑巖教授，但有了共識我便親自跟他打了電話商談此事。黃教授非常爽

快，不僅覺得義不容辭，而且沒幾天就親自出現在我辦公室。我記得他還帶了好幾本他寫人

文專欄集結的書送我。我也才知道這位醫界推崇的前輩，除了形象儒雅，還真是一位人文修

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醫學院評鑑規劃委員會委員(1999)、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校長、教育部政務次長

中華民國筆會理事長

黃碧端

瞻矚高遠．思慮深熟

養非常深厚的「通人」。他並且通曉英、德、日

文，由這樣的學者披掛上陣，我們除了授以全權，

實在無需牽掛什麼了。

所以接下來黃教授成立規劃委員會，研議評鑑組

織、評鑑制度，到2000年TMAC正式創立⋯⋯除

了必要的行政協助，我們可以說完全授權。

2002年，黃教授到美國「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

可審議委員會」答辯，終於獲得美國醫學評鑑「可

相比擬」(comparable) 的認可。這時我已經在臺

南藝術學院擔任校長，反而換了時空，跟黃教授碰

面常是在臺南—臺北的飛機上(當時高鐵還在興建中)。獲得美國醫學認可的消息，黃教授

還是在臺南機場告訴我的，我們滿心歡喜互相道賀。TMAC的成功，不僅一雪前恥，也

樹立了國內專業教育評鑑的一個典範，黃教授實在功不可沒。

從工作夥伴到人文益友

但對於我，認識黃崑巖教授才是個人的一大幸事。TMAC事務之外，我們常在國家音樂

廳不期而遇，有時也會看到他極度優雅美麗的夫人。2004年大選首度辦理總統候選人電

視辯論，黃教授應邀擔任「提問人」，他問了兩位爭逐大位的總統候選人對國民教養的

看法，沒想到兩人竟都語塞。這事引起媒體的大幅討論，聯經出版公司便邀請黃教授寫

一本談教養的書。《黃崑巖談教養》新書發表會他請我去做推薦人。這書出版後書市大

賣，我雖其實沒半點功勞，還是覺得與有榮焉。而隔了9年，2013年聯經出版我的《談

文學》，我想起這跟黃教授的《談教養》竟可歸在同一系列，而黃教授已在1年前(2012

年)過世，思之格外感傷。

我在南藝時，曾辦了一次黃教授的書籤收藏展，那又是黃教授一項充滿人文趣味的展

示。2006年我自南藝大(2004年由學院改制為大學)任滿卸任後，有時在教育部的開會場

合會遇到黃教授，我因多半開車赴會，會後便順道送他回府，一路聊天是頂愉快的事。

有一次路上黃教授忽覺不適，說得趕快回到家，似乎是要服藥。我連闖了2個紅燈，用最

快速度把黃教授送到家，黃教授還一路道歉。過了好久，我想起該問候近況，並告訴他

那回「沒吃罰單」，才知黃教授已赴美治療。又沒多久竟傳來噩耗，天人永隔。

我自有幸與黃崑巖教授相識，轉瞬已22年，當時能共同促成TMAC的成立，對今日臺灣

獲得舉世肯定的醫療品質，相信是一大關鍵。寫此小文，留一個歷史見證，也記下我個

人對黃教授深切的敬重與懷念。

此篇另將刊載於2020年11月30日的聯合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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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黃崑巖教授致最敬禮

步入高齡，雖然實驗室的工作沒有停止，對新知追求的熱情也從未減弱，但睡眠時間確

有縮短，常常夜半醒來，塵封的往事，一件件重新在腦海中閃過。有些影像模糊，一晃

即過，就不再細想它們；有些影像忽然冒出來，人、事、物一下子串連一起，如煙的往

事，頓成具體的回憶。

最近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為了慶祝

成立20週年，出版了紀念專刊，請所有參與這段歷史的人士，回顧和分享他們的心得和

感想，為臺灣醫學教育的進展做見證。楊仁宏執行長邀請我為這本紀念文集寫一篇文

章，也許是因為TMAC從籌劃到成立，剛好是我在陽明大學當校長和在教育部長的任

內，那臨門一腳，起了作用。

念念不忘醫學教育改革

20年前，我就任教育部長不久，正在為教育政策的走向做仔細且深入的思考，規劃了

「親子閱讀」、「生命教育」、「資訊教育」和「創造力教育」四大政策。其中，推動

生命教育，除了強調尊重不同個體的生命發展，也包括維護國人的身心健康，而後者需

要在醫療環境和生醫科技的研發兩個層面上有更多更好的作為，才能保證醫療品質的提

升以及醫病關係的改善。

我深深體會這一點，是因為在此之前，我是在以醫學為主體的陽明大學擔任校長，當時

醫學教育正進行各項重要的改革措施，包括如何評鑑醫學教育的成效。到了教育部之

後，我心裡念茲在茲的就是這些未竟之事，所以當我看到TMAC籌備處送來的成立計畫

書時，深知它是關乎臺灣醫學教育能否提升到與國際接軌的關鍵。我馬上交代部裡的醫

教會全力支持，而我也在最快的時間內，依程序簽名核准。

曾任醫學院評鑑規劃委員會委員（1999）、國立陽明大學校長、教育部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央研究院院士

曾志朗

瞻矚高遠．思慮深熟

感佩黃崑巖教授為成立TMAC奔走

午夜夢迴，想起了TMAC成立的過程，浮在眼前的

最清晰影像，總是當年手捧著一整本TMAC成立計

畫文件的黃崑巖教授。他炯炯有神的雙眼充滿智

慧，從容不迫的態度展現自信，他翻閱一張又一張

格式整齊、圖案簡明的文件，有條不紊解說。一會

兒像是造詣不凡的哲學家，話裡盡是「醫事就是人

事」的關懷；一會兒話風一轉，又像是一位藝術修

養甚深的工程師，心裡面正在打造一座基礎穩固、

外型美麗又實用的現代醫學大樓。我靜靜聽完黃教

授的「Dream Project」，內心對他充滿了敬意，看他熱情的汗水在額頭累積，趕快遞上

衛生紙讓他擦乾，並且積極正面地回覆他對教育部的期待，我對他說：「黃教授，感謝

你送給我這麼棒的禮物，讓我初進教育部，就能提出這麼卓越的醫學院教育改革方案。

我已經仔細研讀過你上個星期先送來的計畫書，對於你召集醫界所規劃的種種改革方

案，以提升臺灣醫學院教育的品質，我是不需要被說服的！能夠做到可以比擬美國的醫

學院教育，我當然支持！」

我當場簽名同意，並指示高教司、醫教會、國際司全力配合，成立TMAC，越快越好！

黃教授緊握我的手，激動的說，「部長的肯定，完成了我10幾年前由美返臺要全面改善

醫學教育的心願，真是感謝！」望著他微微翹起的蒼蒼白髮，神情愉悅，腳步輕快而穩

健的走出我的辦公室，我心裡充滿感動和感激，因為這個委員會的運作，絕對能讓臺灣

的醫療和照護品質提升到世界的一流水準，甚至超前！

TMAC提升臺灣醫療品質有成

20年過去了，哲人已逝，但TMAC繼續以最高的標準，檢視臺灣醫學院的教育。這些年

來，因為嚴格評鑑，臺灣的各個公私立醫學院在行政管理、醫教方案、教師數量和素

質、教育資源，以及學生選才入學、在校學習和醫院實習等五大領域上，都要經過19個

次領域中包括135個標準檢核，成效甚佳。醫學院教育的進步，有目共睹，也因此，多次

獲得美國教育部「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NCFMEA）及世界醫學教育

聯合會（WFME）的肯定和認可。最重要的是，帶動了臺灣醫療品質的全面提升。

這次COVID-19的疫情控制，臺灣是成效最好的國家之一，TMAC真是功不可沒。黃教授

的遠見可見一斑，再次向黃教授致敬！臺灣有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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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接受當時國衛院院長吳成文院長、主任

秘書于重元以及黃崑巖教授的邀請，參加臺灣醫學院

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以下簡稱TMAC)的籌備工作。

當時我想，黃崑巖委員在美國是基礎醫學和微生物學

的教授，我則是可以運用美國杜克大學臨床醫學教授

的經驗，幫助TMAC的工作，所以我就答應了。從籌

備到2000年正式成立，參與的人包括了教育部的長

官，如楊朝祥、黃碧端、黃榮村等，臺大醫學院的黃

伯超院長，資深的醫師們，以及人文學科領域的教

授，如臺大黃俊傑教授。

我擔任TMAC主任委員期間的重要工作

TMAC一開始是在國衛院下面的一個組織，因第1任

主任委員黃崑巖教授的退休，TMAC的歸屬變成一個

問題。當時我去見杜正勝教育部長，他建議將TMAC

轉到教育部屬下的一個財團法人。2009~2012年，我

擔任主任委員期間，執行了三個重要的工作：（一）建立利益衝突條文：TMAC必須是

曾任醫學院評鑑規劃委員會委員(1999)、
TMAC第一~四屆委員(2000~2012)、TMAC第四屆主任委員(2009~2012)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美國杜克大學內科教授、TMAC名譽主委

黃達夫

寫給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20週年

宏觀謀略．創新思維

一個公正的第三方組織，委員們執行評鑑工作時，必須持客觀的態度，不得接受醫學院

的酬庸或任何贈品；（二）評鑑標準的重新制定。以美國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 (LCME)所制定的美國醫學院評鑑準則為基礎，制定TMAC的評鑑標準。當時

我們就邀請了LCME的前評鑑準則修訂委員會主席Dr. Michael Reichgott來臺灣2週，協

助我們把臺灣TMAC的評鑑標準重新整理；後續再請各個醫學院院長、校長或者是醫學

系主任，審視這些條文在臺灣的適用性，整個過程經過一段時間後才完成；（三）推行

評鑑資料電子化：評鑑的過程與所有數據的電子化是很重要的事情，以便未來資料的分

析，進而改善評鑑作業。可惜我卸任後，因TMAC本身的經費不足而沒有達成，到現在

我還是覺得非常遺憾。 

對臺灣醫學教育的觀察與心得

臺灣的醫學教育，在基礎醫學方面已具有一定水準，且合乎世界的潮流與要求；但在臨

床教學方面，一直是臺灣醫學教育比較需要努力的地方，是哪些地方呢？長久以來，學

生在實習的過程中，沒有被賦予直接參與病人的照顧，常常被叫做「見習」。我認為當

醫學生到臨床現場，也就是醫院去學習時，應該直接參與病人的照護，成為醫療團隊裡

面的一員，在臨床教學病房，不管是診斷或者是治療，學生應該在住院醫師和主治醫師

的指導下，直接參與，從提出疑問，被導正，逐漸進步到他們能夠在上級醫師的監督

下，自行照顧病人。

2014年TMAC在臺北舉辦AMEWPR諮議委員會議暨
醫學教育國際研討會，黃達夫院長演說Accreditaion 
and Beyond.

2003年黃達夫院長（主席座右2）帶隊評鑑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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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習」表示不是hands-on（動手做），不是「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進步

就比較慢。相對之下，我自己所設立的基金會，送臺大、陽明跟成大的學生去美國，他

們在杜克大學做臨床實習的時候，是臨床工作團隊的一員，非常積極地參與，所以他們

回來的感想就是跟臺灣的教育不一樣。這不只是我個人的看法，學生去了一趟都有深刻

的體會。

直到今天，臺灣醫學教育仍然受到過去日本大學傳統的影響，教師跟學生之間的關係，

仍然是「上對下」的關係，而不是亦師亦友的「雙向」關係，導致學生不多問，老師也

不一定很希望學生問東問西，因為，缺乏訓練。我自己在臺灣教學，當我問學生問題

時，學生的回答並不踴躍，邏輯推理的能力也比較差。這些年送學生出國，他們回來後

的心得報告，都說到：出國之後他們比較不怕回答問題，而且回答後，往往被稱讚。我

想大概在臺灣，老師比較不會稱讚學生，講錯的話，就會被責怪，因為這樣的互動關

係，比較難教學相長。

自健保開辦以來，連一些公立大學的教學醫院都推行績效支薪制度，教授們忙著看門

診、掙薪水，病房教學的時間被擠壓，認真教學的老師越來越少。在我回國30年來，我

們國內的臨床教學，並沒有看到有意義的進步，還是老師自己講，學生在下面聽，而不

是有很多雙向的討論。因此，這樣要花更多時間去體會。

未來醫學教育的方向

    醫學院的教育，在比較大班的情形下教學，基礎醫學可以有好的老師，但是臨床方

面，必須要學生與教師一起face-to-face（面對面）學習、指正或一起去找答案。如前所

述，我認為未來的醫學教育，勢必將走向一個不同的方向。基礎教學可以完全仰賴線上

學習，選擇國內最好的老師，甚至由國際名師線上教學，甚至不一定要在醫學院的課堂

裡面，在大學或其他不同的學習環境，利用線上教學，做為進入醫學院前的預備課程。

進入醫學院後，著重在臨床醫學的教育，要直接參與病人的照顧。老師與學生直接在床

側，一同檢查病人的身體，問病人問題，每一個症狀的因果、進展的狀況到底是怎麼

樣⋯⋯。當然臨床教學不能沒有教科書，但是以念書為主的教學，就像Dr. William Osler

所說：「只看航海圖，卻沒有出海」，須實際航行才有遇到海浪、海風、觸礁的機會，

而不是紙上談兵。目前要在臺灣做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TMAC應該要設法

說服各個醫學院，在未來的醫學教育，去做一個澈底的改變，進而從各個醫學院直接的

去做調整。這是我在TMAC服務了這麼多年的感想與期許。希望TMAC的工作能夠不斷地

提升，帶動臺灣醫學教育精益求精。

未來我們醫學教育更需要著重的是什麼？

臺灣未來醫療人員的培育，需要以為全民謀取健康福祉為目標，並要以提升全民的健康

知識為己任，才能一齊面對很多已知和未知疾病的挑戰。要維護全民的健康，不只需要

會照顧生了病的人，其實更重要的是提升全民的大健康。

要提升全民的大健康，醫療人員的培育需包括全民的健康知識（health literacy）、預防

醫學（preventive medicine）、民眾就醫的障礙與不平等（equity）引發疾病的各種社會

結構問題（understanding social determinants）以及疾病帶給社會的經濟負擔（burden 

of disease）等。

未來的臺灣，極需要培養具備對以上條件有客觀瞭解及執行能力的優秀人才，社會大眾

也要積極參與，同心協力為臺灣建構一個合乎經濟原則的健康社會。因此，醫學教育應

該是經濟、健康與疾病預防並重的前置工作。

2006年10月13日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及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舉辦OSCE研討會(前排中為美國OSCE專
家Dr. Mark H. Sw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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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TMAC的結緣

我在1998年回國加入慈濟醫學院時，校長李明亮

教授是早我7屆的學長，他邀我既然回到臺灣，我

們能否全心全力且全職地一起為臺灣的醫學教育

盡力。後來他提及他與黃崑巖教授赴美參加美國

教育部「外國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國家委員

會」 (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NCFMEA)的答辯鍛

羽而歸，接著他加入了臺灣醫學教育評鑑規劃委

員會的12人行列，最後他推薦我加入2000年成立

的 第 1 屆 「 臺 灣 醫 學 教 育 評 鑑 委 員 會 」

（TMAC），就這樣子，我有幸加入這組織15年來

的工作（2000-2015）。

我在2001年離開花蓮搬到臺北就近照顧94高齡的父親，開始在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的醫學

教育促進基金會任職，更能積極參與在臺北的TMAC工作。黃崑巖教授於2002年接掌教

育部醫教會常委時，邀請我接任醫教會執行秘書，而這也展開了我與他更進一步的共

事。

接著是在2006年TMAC 主委黃崑巖教授提議TMAC 的組織架構增加一位「執行長」來幫

忙主委，而在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黃達夫院長的強力推薦下，我在毫無心理準備之下接下

曾任TMAC 第一~五屆委員(2000~2015)、第三~四屆執行長(2006~2012)、
第五屆主任委員(2012~2015)、教育部醫學教育會常務委員兼召集人(2010~2012)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TMAC名譽主委

賴其萬

TMAC成立 20週年回顧

宏觀謀略．創新思維

這工作，而2012年黃達夫院長卸任TMAC主委時，我有幸成了TMAC 的第三位主委

（2012-2015）。在這樣的機緣下，我有幸近距離地與黃崑巖教授與黃達夫院長共事，

從他們的教養、風範、外文能力，以及人文修養，使我學習到許多的人生智慧。

與TMAC共渡大風大浪：參與NCFMEA聽證

2002年3月，黃崑巖與何曼德兩位教授代表TMAC連袂到NCFMEA答辯成功，而獲得美

國教育部認可臺灣的醫學教育與美國醫學教育「相比擬」（comparable）以後，TMAC

不定期地需要接受NCFMEA的追蹤，有時除了呈交書面資料之外，還需要有代表赴美答

辯。

2004年我第一次有機會與黃崑巖教授代表臺灣參加這會議時，不只學習如何應對

NCFMEA委員所提出對臺灣醫學教育資料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我有機會從其他國家如何

呈現其醫學教育資料學到許多醫學教育評鑑的國際觀。之後我也與其他委員代表臺灣參

加過一共4次的答辯。

我印象最深刻的對話有兩次：「你覺得臺灣醫學院評鑑最大的困難在哪裡？」當時我不

假思索地迸出真話，「我最擔心的是臺灣這麼小，醫學院也不多，較有規模的醫學院訪

視要挑選訪視委員時，很難避免沒有這學校的校友（沒有明指「臺大」），而NCFMEA

委員也順口地回應，「臺灣的確有這方面的困難，不像美國擁有許多的醫學院以及來自

各校的資深訪視委員。」記得最後一次與會時，因為與委員會有些成員見過幾次面，他

們也知道這將是我最後一次代表臺灣來參加，他們主動問我，臺灣對NCFMEA的評鑑有

2015年賴其萬教授(前排右3)接受AMEWPR邀請參加AMEWPR-KIMEE於韓國某
醫學院聯合實地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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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回饋，我坦白指出，NCFMEA 要求各國評鑑機構需要是完全獨立於政府單位，但如果

TMAC 完全沒有教育部的加持，臺灣的醫學教育評鑑結果就很難得到各醫學院的重視，

而我也直言，這種要求在亞洲地區如果評鑑組織要完全獨立於政府單位，也都會遭遇同

樣的困難。我深感國情體制不同，很難樣樣制度都能符合美國的要求。

從LCME獲得的學習經驗

TMAC 於2008年與「美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 d u c a t i o n,  L C M E）取得聯繫，劉克明教授與我首次參加「美國醫學院學會」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AAMC）的年會，與LCME 的兩位靈魂人

物Dr. Dan Hunt 與Dr. Barbara Barzansky 見面，並參加他們為美國各醫學院即將受評學

校所舉辦的公聽會以及評鑑委員的orientation。

隔年我們邀請這兩位LCME負責人與Dr. Robert Sabalis 以及美國關心國際醫學教育的

「國際醫學教育與研究促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AIMER)主席Dr. John Norcini 一起來臺，舉辦兩天半

有關美國醫學院評鑑如何運作的工作坊，這是國內第一次邀請各醫學院校長以及主持醫

學教育的老師參加醫學教育評鑑會議。工作坊的最後半天是LCME的3位代表和TMAC委

員的座談，他們依據討論結果，以及對TMAC的了解，推薦某些LCME最具關鍵，以及應

該可適用於臺灣的準則條文。我們取得這些條文後再進行討論，同時參考TMAC原本的

準則，及歷年評鑑所發現的問題，來進行修訂準則工作。

2009年劉克明教授與我受邀參加L C M E 實地訪視的觀察員，我倆分別參加由D r. 

Barzansky 領軍的North Dakota University 與 Dr. Hunt 領軍的University  of Iowa 的醫學

院評鑑，並受邀參加2010年2月的LCME 委員會，討論包括該兩校在內的當年醫學院評

鑑最後結果，經由這實際參與過程，獲益良多。

而後TMAC 決定以LCME 之評鑑標準，作為將來訂定適用於臺灣醫學教育評鑑準則

（standards）的借鏡，並在Drs. Hunt 與 Barzansky 的推薦下，我們得以邀請曾經擔任

LCME 評鑑準則委員會主席的 Dr. Michael Reichgott於2010年3月來臺2週，與我們

TMAC 準則修訂小組委員共同逐條討論我們草擬的準則，並討論臺灣與美國國情與文化

的不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因為醫學教育絕大多數是招收高中畢業生，所以我們的人文通

識方面是排在醫學院的前2年醫預科的課程，而有異於美國醫學院大多是學士後醫學制，

因此TMAC 需要特別寫出臺灣有關醫學人文方面的準則。我們很幸運地，能有英文能力

極佳，並擁有醫學人類學學位的張燕娣醫師參與準則的撰寫，並經過Dr. Reichgott的審

核，日後在我們的評鑑準則的國際討論場合也頗受到重視。

加入國際醫學教育組織

由於臺灣的政治地位特殊，這條路走得十分辛苦，也在此向幫忙我們一路走來的國際學

者致謝。黃崑巖教授很早就在這方面布局，並邀請當時的「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

(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主席 Dr. Hans Karle來臺訪問，並參觀

臺大、成大、與慈濟醫學院，而對臺灣留下很好的印象。

透過他的引介，臺灣得以在WFME全球6個區域分支之一的「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學

會」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AMEWPR)由日

本接任主席之後，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並由劉克明教授與我代表臺灣首度

參加在東京舉行的年會，而4年後在韓國友人Dr. Ducksun Ahn 接任AMEWPR主席之後

的極力鼓勵，臺灣於2012年獲得會員國全體通過，成為AMEWPR正式成員，TMAC也因

此成為WFME的正式成員。

接著在Dr. Ahn的幫忙下，2014年6月6日至8日，臺灣由TMAC在臺北主辦AMEWPR 年

會。當時TMAC 邀請教育部動員12所醫學院校，成功地舉辦一次有聲有色的大會，尤其

是大會全程由醫學生擔任司儀與介紹國內外講者，並且會後各校學生代表介紹臺灣各醫

學院校醫學教育歷史與特色的壁報，使與會各國代表對臺灣醫學教育留下了極深的印

象。AMEWPR於2017年將組織的英文改名為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PAME)。

2013年賴其萬主委與林其和執行
長赴NCFMEA答辯與前ECFMG主
席Dr. James Hallock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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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來TMAC有機會與國際友人討論各國醫學院評鑑的心得時，我們常在各種不同場

合表示，每個國家的醫學教育制度不可能劃一，說明醫學院評鑑準則的擬定，固然需要

符合國際標準，但本國文化歷史背景不容忽視，而以「橘逾淮為枳」的古諺，說明我們

一路走來的深切體會，這也贏得幾位國際友人的正向回應。

對未來的展望

就如同我在NCFMEA所提到的，臺灣醫學教育評鑑最困難的是，一定要落實「避免利益

衝突」，否則臺灣這麼小，醫學院就是那麼幾間，一旦TMAC在這方面有瑕疵發生，

TMAC將失去公信力。也在此特別向林其和委員致敬，他由成大退休以後，轉任職於新

成立之義守大學醫學院時，為避免TMAC「利益衝突」之虞，主動辭去TMAC主委的要

職，本人特別在此表示由衷的感激。

誌謝

最後謹向幾位幕前幕後對TMAC做了許多勞心勞力的同仁表達最深的謝意。特別是以下

幾位：

◎ 張燕娣醫師過去幾年以英文撰寫送交NCFMEA的報告文件、參與評鑑準則的撰寫，尤

其是有關醫學人文教育方面的評鑑準則，是TMAC特別要感激的地方。

◎ TMAC的張曉平秘書以「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發展史」所做深入的學術研究，在國

立教育大學徐超聖教授的指導下完成其碩士學位，而為TMAC整理出許多珍貴的史

料。

◎ TMAC 2位前主委，黃崑巖教授與黃達夫院長多年來對TMAC的貢獻以及給我許多寶

貴的指導，謹在此致上誠摯的謝意。

 也在此代表TMAC向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過去幾年對於TMAC多次醫學教育評

鑑的大型國際研討會給予慷慨資助，表示最大的謝意。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簡稱TMAC)成立於2000年，

今年剛好屆滿20年。

我2001年從美國進修醫學教育回臺後，因職務的關係，很榮幸的遇上這一波醫學教育改

革潮流，跟著臺灣醫學教育的前輩學習，並且與醫學院的夥伴們一起成長，在此一歷史性

的時刻，謹以此文跟大家分享TMAC這些年來的重要歷程，並慶賀TMAC成立20週年。

緣起

評鑑是教育品質保證的重要手段，教育部自1975年即開始辦理大學學門評鑑，並以評鑑

結果作為各校輔導、獎助以及核准申請案的參考。1994年大學法公布之後，教育部於

1997年開始試辦大學校務綜合評鑑。同一時候，美國教育部「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

審議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簡稱NCFMEA）依據我教育部提供的資料，對臺灣醫學教育評鑑制度作出與美國「不相

比擬」(non-comparable)的判定，1998年教育部請黃崑巖、李明亮等教授赴美提出答

辯，卻再獲相同的判定結果，這判定看似含蓄實則具有否定意味，也給臺灣的醫學教育敲

了一記警鐘。

當時，黃崑巖教授認為臺灣的醫學教育勢必要與國際接軌，才有可能爭取到NCFMEA認

定「可相比擬」(comparable)的地位，因此強烈建議教育部成立醫學教育專責評鑑單位，

這建議獲得國內相關部會及各醫學院校長一致的支持，1999年8月教育部即委託國家衛生

曾任TMAC第二~六屆委員(2003~2018)、第五屆執行長(2012~2015)、第
六、七屆主任委員(2015~2019)、成功大學醫學院院長、成功大學附設醫院教
學副院長

成大醫學院兒科名譽教授、義大醫院講座級特聘顧問醫師、TMAC第七屆委員(2018年迄今)

林其和

從「不相比擬」到「無條件認可」—
臺灣醫學教育評鑑之路

宏觀謀略．創新思維

2017年2月2日賴其萬教授(左
3)與劉克明教授(左1)、林其
和教授(左2)參加AMEWPR諮
議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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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規劃醫學院評鑑事宜，於2000年9月29日

正式成立了TMAC，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

初創

黃崑巖教授是TMAC規劃委員會成員，接著成為

首任主任委員，至於TMAC主要的評鑑準則、執行辦法、認可標準等，主要是參酌成大

醫學院王乃三院長與張文昌教授分析美國「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簡稱LCME)的報告。1999年黃教授又親赴澳洲伯斯市觀察「澳洲醫

學院評鑑委員會」(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簡稱AMC)在西澳洲醫學院評鑑的過程，

並將其心得融入評鑑辦法中。

TMAC的評鑑作業系統一開始就充分展現出國際化、制度化與標準化，終於2002年獲得

美國教育部NCFMEA認定為「可相比擬」(comparable)。

發展

2001年TMAC開始國內醫學院校的評鑑工作，第一年評鑑了3所醫學系，一直到2003年

才陸續評鑑完所有醫學系。第一輪評鑑結果只有1所醫學系「通過」，7所為「有條件通

過」，另2所列為「待觀察」。

有鑒於評鑑過程中發現的缺失，以及2003年SARS疫情暴露出臺灣醫學教育亟需改進的

事項，黃崑巖教授當時以教育部醫教會主委兼TMAC主委的身分發表了「醫學教育白皮

書」，主要內容包括：1.醫學系課程應有完整的大學通識教育配套，「先學做人，再當

醫師」; 2.醫學院與醫院主管應有明訂的權責關係；3.強調教師發展與賦權的重要性；

4.基礎與臨床需要整合課程；5.臨床課程全面改「見習」為實習；6.住院醫師要成為教學

團隊一員；7.醫學生的招生與評量需要多元化等，並且依此設定醫學教育近、中與遠程

目標，接著TMAC於2005-2009年追蹤評鑑各校院實際執行的成果。

10幾年來，白皮書中的建議已逐步在各醫學院落實，包括：重視通識及醫學人文教育，

強調主要訓練醫院必須充分配合醫學院臨床教育的目標，各校設立師資發展中心，採用

器官模組整合基礎與臨床課程，並加強臨床實習時要「實作」(hands-on)，有病人照護

經驗，甄選醫學生入學增加了面談的方式，採用多元評量工具來評量醫學生的學習成

果，並且強調對學生質性的評估與回饋等。

國際化

TMAC的成立，起因於美國教育部判定臺灣醫學教育評鑑制度為「不相比擬」，因此一

開始制定評鑑及操作準則時就以美國LCME以及澳洲AMC的評鑑制度為基礎，其目標就

是要國際化，期與國際醫學教育接軌。也因此，學校訪視小組的成員還包括國外資深醫

學教育家，例如：William Deal、張步良、黃碩文、邱智仁、徐達雄以及林偉如教授等，

其用意在於他們能提供國際醫學教育的觀點。

TMAC各方面的快速進展很快獲得國際重視，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簡稱WFME）主席Hans Karle 2003年邀請黃崑巖教授出席大

會，介紹臺灣如何於短短3年內就建立起醫學教育評鑑制度的過程；2008年時任TMAC執

行長的賴其萬教授也受邀到新加坡亞太醫學教育年會，報告臺灣醫學教育評鑑的模式，

2017年在加拿大召開的世界健康高峰會（World Health Summit）賴教授再次受邀分享

TMAC的成果，顯示臺灣已經在國際醫學教育界享有受到肯定的地位了。

TMAC另一項重要的國際化指標，是促成臺灣各醫學院校的資料登錄到世界醫學院名錄

（World Directory of Medical Schools,WDMS）中。此名錄原本只限登錄聯合國所屬國

家醫學院校的資料，在賴其萬教授的努力之下，經由美國Educational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s（簡稱ECFMG）與WFME的協助，終於成功地將臺灣歸類

在名錄的「非聯合國國家專區」中。

評鑑準則及程序的修訂

醫學課程必須不斷地修正以符合時代與環境的需求，TMAC的準則與作業方式也一樣需

要定期檢討與更新。2009年TMAC舉辦了一場醫學教育評鑑國際研討會，邀請到美國

ECFMG旗下的Found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主席John Norcini、LCME的2位秘書長Dan Hunt、Barbara Barzansky及副秘

書長Robert Sabalis來介紹LCME評鑑制度與對醫學教育的影響，不久之後賴其萬與劉克

明2位教授受邀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了LCME美國醫學院的評鑑，學習第一手的國外評鑑實

務經驗，以供TMAC修訂準則及作業程序的參考。

2010年黃達夫主任委員任內，以醫學教育基金會的經費邀請LCME準則修訂小組召集人

Michael Reichgott來臺，用2週時間與TMAC成員逐條地討論修訂評鑑準則。這次的修訂

除了參考LCME評鑑準則的條文與作法外，也融入10年來TMAC的實務經驗，其中較大

的改變是加上「註釋」及修訂學校「自評報告」，「自評報告」是認可調查數據收集的

2017年林其和主委赴美NCFMEA答辯，於美國教育
部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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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參考。接著2016年又增修評鑑要點和佐證資料項目，這些修訂主要是讓受評單位在

準備評鑑資料時能有明確的依循方向，並且新的自評報告格式與內容跟委員訪評手冊的

條文可以互相對應，方便訪視委員收集資料以利判定結果。

評鑑準則修訂是一項艱巨、費時的工程，不能輕易修訂，2019年為配合WFME認證的要

求，TMAC又再度修訂出更精要的第三版準則及作業規範。

國際機構的認可

繼2002年NCFMEA認定臺灣的醫學教育評鑑制度「可相比擬」之後，2009、2017年

TMAC陸續又獲得同樣的判定。曾有幾回NCFMEA委員問TMAC的代表，為何臺灣需要

美國教育部的認定？我們的回答都是想藉此來檢討、修正醫學教育品質保證的機制，以

符合國際的標準。

這樣的策略和目標，也的確讓臺灣醫學教育成果獲得國際人士相當的肯定。除了連續3次

被美國NCFMEA認定「可相比擬」(comparable) 之外，另有2件大成果可資佐證：1.

TMAC成為西太平洋區醫學教育學會（Western Pacif ic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簡稱WPAME）成員。WFME跟世界衛生組織ㄧ樣，全球共分成6大區域， 

WPAME是其中之一。在臺灣國際地位備受打壓之際，2012年TMAC能夠成為WPAME 

15個成員國的一員，是相當難得的里程碑。從此，每年TMAC與WPAME會員國都會定期

聚會討論或交換各國醫學教育現況；2.TMAC於2019年獲得WFME無條件認可通過，為

期10年。這項認證意味著我們評鑑制度的準則和程序都已達到了全球所公認的水準。美

國ECFMG已經公布自2024年起，只認定獲得WFME認證的國外醫學系畢業生的資格，

因此有意赴美深造的臺灣醫學院畢業生，只要其院校獲得TMAC評鑑通過，畢業後即可

獲得ECFMG認可資格，這也是我們得到WFME認可附帶的收穫。

20年來，TMAC從美國NCFMEA「不相比擬」(non-comparable)的判定，到西太平洋區

域醫學教育聯盟WPAME接納為會員，最後獲得世界性醫學教育機構WFME無條件的認

可通過，其意義類似臺灣成功的加入醫學教育的WHO，有這成果實屬不易！教育部的全

力支持、TMAC委員的同心齊力與各醫學院校有使命感的夥伴前赴後繼、不遺餘力投

入，都是成功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

 未來的挑戰

教育部在2017年3月公告停辦系所評鑑，各校需自主決定是否繼續要辦評鑑以及辦理方

式，這宣示了臺灣高等教育評鑑將進入另一個階段，挑戰之一是評鑑經費必須自籌。同

一年的醫學院校長會議上各院主管迅速作出決議：在世界醫學教育朝向國際認證潮流之

下，應由TMAC繼續負責各醫學系教育品質認證的工作，這項決定明白宣示了臺灣醫學

教育以國際水準作為標竿的決心。

按照WFME規定，醫學教育要有教育品質保證的機制，TMAC每年都必須提出年度報

告，以確保各項作業符合全球醫學教育評鑑認可的標準，TMAC的工作內容包括：檢討

修訂評鑑程序、每年編定評鑑實施計畫、舉辦評鑑說明會、組成訪評小組、舉辦訪評委

員研習共識營、確定標準化實地評鑑程序、維持評鑑報告的撰寫品質以及作成認可結果

等，每一個項目都需要秉持專業水準以符合國際醫學教育品質的要求。然而，TMAC若

要持續維持業務精進，尚須克服以下的挑戰：1.組織自主性不足；2.人力資源受限制；

3.經費無法自給自足；4.評鑑品質不易再提升；5.缺乏輔導學校的專業人力與機制；6.評

鑑結果對受評學校的實質影響不明確。

TMAC目前依附在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每年編列的經費及人事聘用均會受到教育部經費

變動的影響。長期以來，執行長隨主委任期而更動以致評鑑品質不穩定。國際上知名的

醫學教育評鑑單位如美國的LCME、澳洲的AMC或前幾年剛成立的日本的JACME，都有

專職執行長或秘書長來維持穩定的評鑑品質、獨立運作的行政制度、足夠的經費與明確

的對受評學校實質影響力。

衷心期待TMAC未來能在這些項目上有所突破，「百尺竿頭」帶動臺灣醫學教育的品質

邁向另一高峰。

2 0 1 9年林其和主委（左 2）應邀於W F M E  W o r l d 
Conference中演講分享TMAC準備WFME認可之經驗。圖
為接受大會頒贈感謝狀。

2016年12月13-16日林其和主委(前左6)帶隊
全面評鑑臺大醫學系。

註：本文轉載自臺灣醫學教育醫學電子報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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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謀略．創新思維

張上淳

2000年TMAC成立時，我只是臺大醫學院的一名教授，2001年TMAC第一次來臺大醫學

院評鑑時，我只是一名被訪評的老師，事後得知，當時的氛圍並不甚融洽。2002年我被

指派擔任臺大醫院教學部主任，同年我也開始擔任TMAC評鑑小組的委員，參與醫學院

實地訪評的工作。雖然我在臺大醫院、臺大醫學院持續擔任了許多教育行政的工作，包

括2002年至2008年為臺大醫院教學部主任，同時也是臺大醫學院共同教育中心教學組的

組長，2008年起擔任臺大醫院教學副院長、臺大醫學院共同教育中心主任兼臺大醫學院

教學副院長，2009年8月起借調至衛生署擔任副署長一年半，於2010年2月再回任醫院副

院長及醫學院副院長，2011年8月同時被遴選擔任臺大醫學系主任，2013年8月被遴選擔

任臺大醫學院院長。然而2002年至2013年期間我與TMAC之交集僅止於擔任評鑑小組的

委員，以及當臺大醫學院、醫學系被TMAC評鑑時，為準備資料被評鑑的人員。

2013年突然接到當時賴其萬主任委員的邀請擔任TMAC申訴評議委員會的委員，當時雖

然答應擔任，但卻覺得此制度有點突兀，我不曾參與TMAC委員會的運作，卻要去評定

受評學校對TMAC評鑑認定結果的申訴，也只能憑藉我長年的教學行政工作與其他行政

工作的經歷，順利完成當年的申訴評議工作。但也埋下日後我建議修改此評議委員聘任

方式的伏筆。

2015年我獲得第五屆TMAC委員的舉薦，擔任TMAC第六屆的委員，並獲選任為執行

長，至此我才正式的參與TMAC委員會的工作。於此之前，除了臺大醫學院、臺大醫院

的教學行政工作外，也已多年擔任醫學校院院長會議之下的「新制醫學系工作小組」召

集人，以及負責主導每一學期一次的醫學院校長會議，因此早已與臺灣各醫學院校的主

管、醫學教育工作者有很多的互動，彼此熟悉。因此，擔任TMAC的執行長以後，工作

曾任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TMAC第六、七屆執行長 (2015~2019) 

國立臺灣大學副校長、TMAC主任委員 (2020迄今)

上基本上相當順利，配合林其和主委，建議在TMAC相關的制度上做一些調整，而後在

TMAC的委員會議中陸續提出一些修改或調整的建議，希望TMAC所有相關的工作可以更

加順利，也得到更多的認同。

首先，與林主委溝通討論後，建議將TMAC委員人數由13人增加至15人，擴大參與，而

依相關規定每一屆改選三分之一委員，也方便計算人數(每一屆改選五位)，改選委員的制

度也加以明文規定，於辦法中清楚說明，遴選委員除了TMAC的三位成員外，明定有兩

位外部委員，分別為社會公正人士及教育學者的代表，並且是由醫學院校院長會議推薦

擔任。如此除了委員會有新陳代謝以外，有外部委員參與遴選，也增加選任制度的公平

性與透明度。並且由校院長會議推薦5位TMAC委員候選人，加上教育部推薦的5位候選

人，以及TMAC推薦的5位候選人，共計15位候選人，以供遴選委員會遴選出五人擔任新

一屆TMAC委員會的新成員。如此除擴大了相關單位的參與外，也公開、公正的遴選新

的TMAC委員，既顧及有部分舊委員連任，可以有適當的經驗傳承，也提供新血輪成員

的參與，使得TMAC進行的各項工作，包括評鑑、認證工作更能被大家所接受。

除了上述內容修訂於「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醫學院評鑑委員會提名遴選作

業要點」之外，隨之而來的也陸續修訂了其他多項法規，包括以下：

1.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規

則，2018年修訂將申訴評議委員的聘任由醫評會通過改為經高評中心董事會通過後聘

任。其中，申訴委員會的組成也達成共識，盡可能應推薦及遴選出過去有多年參與

TMAC工作或對TMAC的評鑑認證有所了解的委員來擔任，以確實能以更高的角度審

議申訴的案件。

TMAC近年的改變與創新

2018年TMAC委員遴選委員會五位委員（由左至右
為楊仁宏委員、張上淳委員、林其和委員、賴其萬

委員、余幸司委員）會後合影。

2018年 WPAME Adisory Board Member諮議委員會
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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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醫學教育品質認證作業辦法、以及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申復辦法：因

應2017年教育部高教政策改為自願型品保制度，TMAC將「評鑑」改名為「認證」。

並在認證作業辦法明訂申請TMAC認證單位為醫學系及學士後醫學系，同時書面追蹤

審查的作業也修訂涵蓋於此兩項法規，故書面追蹤審查作業同樣適用所有認證程序，

包括作成報告至審查結果決議程序及申復程序等。此外，為符合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

（WFME）對醫學教育認證機構的標準，2018年於認證作業辦法增訂TMAC認證準則

每六年進行檢討修訂。

3.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委員及審查委員倫理準則：TMAC過去對於委員須利益迴避之情形

早已明訂包括擔任申請單位所屬之醫學院或主要教學醫院之相關職務，2019年為應教

育部委託辦理新增設醫學系之預評估工作，經討論後增訂TMAC當屆委員與申請新設

立醫學系或學士後醫學系學校之利益衝突迴避情形，及利益衝突時之處理。

4.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實地訪視小組正副召集人及訪視委員聘任要點：2017年增訂TMAC

於提名訪視小組時，提名人數為所需人數的至少二倍；2019年增訂正副召集人原則須

參加委員共識營。

5.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醫學教育品質認證收費細則：因應系所評鑑改為自願申請制，且教

育部不再補助評鑑所需的費用，因此TMAC訂定接受品質認證之學校需繳交費用。且

TMAC將同校之醫學系與學士後醫學系視為分別之申請單位，於2018年修訂此細則，

訂定醫學系及學士後醫學系共同訪視之收費、以及分列1天、2天、3天訪視之收費 ；

108年增訂新設立醫學系訪視1天/2天/3天之收費。

6.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醫學教育品質認證作業細則：為使品質認證各面向之工作有更清

楚、明確的作業準則，於2018年增訂委員會議審議訪視報告初稿之決議額數、增訂書

面追蹤審查作業(委員組成、受審學校報告內容、審查方式及審查結果)；2019年增訂

訪視小組組成人數及組成程序之依據、增訂認證結果審議程序(更具體明確)、審議結

果之利益衝突迴避規則等。更重要的修訂是為符合WFME的認可標準，修訂有關書面

追蹤審查結果有重大影響品質之虞者，得廢止認證資格，以及廢止後認證效力失效之

附款，亦即效期廢止後至學校重新申請認證的結果作成以前，學校將暫被列為「待觀

察」。

此外，在評鑑準則、評鑑內容及方式也經由委員們的檢視、討論而做了許多修訂，對於

實地訪評、委員之聘任、共識訓練、結果認定等各方面也進行了許多調整，希望藉由更

公正合宜的評鑑(2018年以後改稱為品質認證)，協助各醫學院校持續改善其醫學教育品

質。經由上面所述的多面向的努力與調整，近年TMAC之評鑑或認證，已經較為各醫學

院校平順的接受，較少有抗議或不太願意接受評鑑結果之情形出現。

在國際參與及國際交流方面，近年除了相關同仁持續參與WPAME之活動與一年一度之諮

議委員會議外（在本專刊其他章節已有詳細描述），也藉由參與諮議委員會議同時間舉

行之APMEC會議與亞太及歐美國家之醫學教育、醫學教育評鑑機構重要人員進行交流，

宣傳臺灣醫學教育的品質，以及TMAC的努力與成果。此外，於2017年9月與林其和主委

一起前往美國華盛頓，再次於美國教育部NCFMEA之會議上進行認證報告與詢答，並第

三度獲得美國教育部認可臺灣醫學教育品質把關之評鑑制度與美國是comparable。

2017年底向WFME提出認證的申請，經過長時間的準備英文資料，並於2018年12月接受

WFME派來之認可小組進行實地認證訪評，認可小組委員經過幾天實地參與並觀察我們

對醫學院系的評鑑工作，以及TMAC委員會對於受評學校最後認定會議之進行，WFME

於2019年4月通知TMAC獲得認可通過。經由此重要的一步，往後臺灣的醫學系只要通過

TMAC的評鑑(或認證)，其畢業生於2024年以後要赴美申請住院醫師訓練、申請USMLE

考試或行醫執業時，才符合申請美國ECFMG認證 (ECFMG Certification)之資格。而

TMAC通過WFME認可亦象徵著臺灣醫學教育認證制度在程序及認證標準是符合全球公

認、嚴謹的要求。

2019年中經與教育部高教司溝通，訂定日後新設醫學系之申請須先經由TMAC預為評

估，給予評估報告而後才進入教育部審核小組的複審會議討論。為此，TMAC需要先行

訂定預審評估準則，準則訂定經由好幾次的密集討論才訂定完成，並於2020年3月公

告。而後教育部轉來四個學校新申請設立學士後醫學系的申請案，並檢附各該校依

TMAC評估準則而完成的自評報告。為此，TMAC又成立了四個評估小組，進行書面審

查，各小組完成評估報告初稿後，TMAC委員會議再針對各小組對各校評估報告內容的

審視與討論，連續兩天開了兩次的馬拉松會議，分別由下午三點半開到十點，以及傍晚

六點開到晚上十一點半才結束回家，完成學校最終的評估報告。可見TMAC委員的認真

與辛勞，以最謹慎的態度來處理每一個評鑑與審查的案件。

上述各項工作得以完成，除了藉由過去參與許多醫學教育行政工作的經驗外，與TMAC

委員及研修小組委員共同花費很多時間，密集的討論，達成共識，才得以漸次的調整

TMAC的規章制度與評鑑工作內容與方式。於近年參與的許多醫學教育相關工作中也感

受到國內許多醫學教育者近年來大家的努力與企圖心，共同參與醫學校院長會議之新制

醫學系工作小組、醫學教育學會等單位之活動，共同努力提升臺灣的醫學教育。因此，

滿心期待於未來TMAC在相關單位的支持下，與臺灣所有醫學教育者齊心共同努力，讓

臺灣的醫學教育更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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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謀略．創新思維

楊仁宏曾任TMAC第五~七屆委員(2012~迄今) 、慈濟大學醫學院院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院長

TMAC執行長、彰化基督教醫院協同教育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

TMAC與我的醫學教育之路

2003年9月30日受邀成為中山醫學大學的教師，其時中山正在接受由吳妍華教授領軍的

TMAC評鑑，自此與TMAC結緣。多年來參與TMAC醫學院評鑑工作，從新制評鑑準則的

研修、制定，實地訪視多所醫學校院醫學系的評鑑，也見證TMAC與臺灣醫學教育的微

妙互動，促進醫學院系的醫學教育的改革轉型，親身體驗從「被評鑑者」到「評鑑者」

的各種經歷，確實是「如人飲水，點滴在心」，充滿感恩的心。 

「被評鑑者」的角色: 淬鍊服務之旅

醫學教育的啟蒙在中山

2003~2011年，在中山醫大周明智教授的邀請下到中山醫大服務，受到周汝川董事長、

周明仁董事、陳家玉校長等師長的信任，先後擔任教師成長中心主任、醫學系主任、附

設醫院副院長及醫學院院長的職位，參與或負責推動進行新舊制醫學系課程改革。值得

一提的是美國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UAB)前醫學院院長Dr. James 

Pitmann及Dr. William Deal都熱誠的提出中山醫大的醫學教育發展的建言，2002年Dr. 

Dea l更身兼擔任美國教育部「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  (Na t i ona 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NCFMEA)主席，對TMAC

的發展有相當的貢獻。

2008年，中山醫大與教育部醫學人文社會教育師資培育計畫何明蓉教授共同主辦

「Harvard Macy Program in Taiwan」，邀請Dr. Elizabeth Armstrong 及Dr. Thomas 

Aretz兩位世界級的教育學者，將哈佛大學Macy Program的精華傾囊相授，107位各醫學

校院的教師如沐春風、受益匪淺。對於Dr. Armstrong的指導，我當年描述如下「She is 

so nice, grace, gentle, polite and patient. She encourages all participants in every 

single event of the Program. She cares what we have learned, and what and how we 

will apply in our own institutions. This is soft power and is so powerful. "Good teachers 

are made, not born".」。

雖然，歷年來TMAC評鑑委員常指陳大學挹注醫學教育的資源、醫學院系及醫院醫教主

管之間的權責、基礎與臨床課程的整合、多元教學與評量方式、臨床教學primary care的

落實，不同教學醫院學生評量的一致性及學習的等效性等等問題；中山醫大雖尚未能獲

得TMAC的完全認可，但是中山醫大確實在硬體投資、教學空間改善、教師教學的用

心、與學生的成果表現等也都持續不斷的改善、追求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特別要感恩中

山醫大周明仁教授(現董事長)及陳家玉校長給我在醫學教育啟蒙成長的機會。

於黃崑巖教授家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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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教育的淬鍊在慈濟

2011-2019年受慈濟大學醫學系許明木主任及王本榮校長邀請擔任慈濟醫學院院長，但是

「被評鑑者」的角色壓力甚至更大，因為慈濟是由宗教家證嚴法師所創辦，其辦學宗旨

就是要培育能實踐「慈悲喜捨、誠正信實」的良醫，過去TMAC常有委員批評「慈濟人

文」與醫學人文或醫學教育的目標有何不同，慈濟為何要堅持談「慈濟人文」，都需要

一一回應TMAC的質疑，但其實兩者都是「利他精神」的實踐。因此，在一個已有16年

歷史的慈濟醫學院而言，雖然不算悠久，但是慈濟功德會創辦已逾45年，而醫學系也有

過去師長規劃的既有課程在進行中，因此課程改革的過程艱難不易真是難以形容。

當年紀錄課程改革描述如下:「2012年3月24日，78位來自慈大醫學院與醫療志業四大院

區的醫學系教師與師長，於慈濟大學參加「第一屆慈大醫學系教師六年制課程共識

營」，討論102學年即將開辦的醫學系六年新制課程，課程系統將由「三理」轉換為「器

官模組」。為此師長們已歷經大大小小五、六十次課程規劃會議，這一天，各模組將確

認課綱，以利在4月初回覆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王本榮校長強調，變革有理念有理想，但

實務要如何配合，需要基礎跟臨床、甚至與人文的老師做橫向與縱向的整合與配合。當

天邱鐵雄教授與張步良教授也全程參與支持，張教授以一句美國教育界的英文俗諺形容

「變動課程就像搬遷墳墓一般困難」(It's easier to move a cemetery than to change a 

curr iculum)，意思是要學校老師改變授課內容，就跟遷移陵墓一樣的困難與令人不

快！」 

的確，課程改革如同搬人祖墳一樣困難；然而因為有證嚴法師、董事會、張步良教授、

邱鐵雄教授、王校長、醫院院長的鼎力支持，醫學系師長及通識人文教師的全力參與凝

聚共識，2011年11月底TMAC的訪視評鑑終於獲得完全認可的「通過」，之後2014年及

2017年均再次獲得完全認可的「通過」。慈濟四大志業的全力支持，大學、醫學院師生

的努力，新制醫學系6年的課程也於2013年順利的上路，欣見2019年第一屆的6年制醫學

生順利畢業，並以高比例順利通過醫師國考的檢驗。

多年的課程改革的努力，總算看見露出曙光，也象徵慈大醫學課程改革的成效獲得驗證

與TMAC肯定，心情確有「如釋重擔」的暢快感覺，要感恩當年醫學系許明木主任、王

本榮校長、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慈濟基金會林碧玉、王端正副總執行長的邀請，才

有此成長、歷練與實踐的機會；也要向醫學系陳宗鷹主任、劉朝榮副系主任、徐邦治副

系主任、謝坤叡副系主任等人的支持配合、努力與付出，表達誠摯的感恩。

「評鑑者」的角色: 典範學習之旅

2012年起擔任TMAC委員、今年並擔任執行長，TMAC對我個人生涯及醫學教育的路途

上有非常巨大的影響，得有機會向很多醫界大老、前輩學習，在此無法一一唸出他們的

名字，但是,我心中常念著這些人的行誼，他們都與TMAC有著不同程度的淵源影響，例

如：謝博生教授、黃伯超教授、黃崑巖教授、陳定信教授、黃達夫院長、賴其萬教授、

劉克明教授、林其和教授、張上淳教授、余幸司教授、賴春生教授、宋維村教授、鄒國

英教授、魏耀揮教授、陳家玉教授、蔡淳娟教授⋯等人，感恩他們對我的指導與協助。 

特別要借此專刊來推崇推動臺灣醫學教育改革的「三劍客」~黃崑巖教授、黃達夫院長及

賴其萬教授，有機會向他們請益學習是此生的福氣(privilege)，是受益最深的一段學習之

旅。以下用簡短的文字來表達對他們三位前輩的深深的感謝與敬意。 

黃崑巖教授是一位博學智慧、達觀遠見、富有人文素養的醫學教育家

2003~2011年在中山醫大服務期間，進行新制醫學系課程改革，以「被評鑑者」的角

色，有機會邀請TMAC主委黃崑巖教授到中山演講指導，黃教授是一位充滿人文素養的

醫學教育家，也一向以人文主義者自居(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2008)，他以傳道

者的精神再三呼籲醫學院要培育良醫為目標，「先做成功的人，再做專業人（Before 

becoming a doctor, become a man）」，成為臺灣現今各醫學院培育醫學生除了醫學專

業知識與技能的核心能力外，必須要有博雅教育、人文素養。黃教授受邀回國籌備成立

成大醫學院，為臺灣的醫學教育樹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1998年以後，黃崑巖教授就與

TMAC相融合，他對TMAC的貢獻請參閱本紀念專刊的第二篇「TMAC緣起、發展與前

瞻」，有詳細的介紹。

黃崑巖教授曾以「不想走完，不起程」勉勵我，從事醫學教育者必須堅持，這句話成為

我日後從事醫學教育遭遇困難的座右銘來惕勵自己，讓我有足夠的勇氣與毅力在醫學教

育的路上持續前行。

黃達夫院長是一位嚴謹治學、思慮周密、宏觀視野，正直敢言的醫學教育家

2007年12月10日由於黃崑巖教授的推薦，使我第一次有機會參與TMAC的評鑑工作，該

次長庚大學醫學院追蹤訪視評鑑由黃達夫院長擔任領隊，訪視小組成員有羅崇杰教授、

蔡淳娟教授及TMAC秘書朱宥樺先生，我獲邀擔任觀察員，這是TMAC二十年來的唯一，

評鑑過程中必須謹守不能公開提問與發言，在領隊黃達夫教授指導下，仔細觀察評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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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各種活動，委員如何與醫學院系主管、教師、醫院教學主管、主治醫師、住院醫

師及醫學生面談等，觀察委員如何對自評報告的疑義與「發現」不符時如何討論、查證

與釐清與判斷，尤其當年長庚醫院發生幾起醫學倫理相關的事件，黃達夫院長當即指

導，TMAC評鑑的重點在於檢視醫學院是否有藉此機會檢討並藉機教導學生「犯錯時應

勇於面對，敢說、敢認錯、敢修正的處理態度 (When making a mistake, one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cognize and to identify the deficiencies, to learn from the 

lessons, and to correct the deficiencies.) 」。對於委員的敏銳、犀利的提問，看似閒

聊，其實是切中要旨、往往在查證相關教學問題；事後並撰寫觀察報告提供委員參考。

這是我以觀察員身份第一次參與TMAC實地訪視，獲益良多。

黃達夫院長長期關心醫療品質，其做事嚴謹、思慮周密與宏觀視野的態度，倡議醫師應

學習深切的反思來從事臨床服務及改善醫病關係，對於臺灣醫療制度更常針砭時弊提出

興革意見，深感榮幸能有多次向黃院長學習的機會。 

賴其萬教授是一位溫文儒雅，充滿人文氣息、身教言教並重的醫學教育家

2004年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邀請史丹佛大學Kelley Skeff教授、Georgette Stratos

博士、塔夫茨大學Mary Lee博士，在和信醫院進行為期4天的教師發展培訓教學工作坊

(Faculty Development Training: Teaching Workshop)，共30位來自各醫學院的院長、系

主任及資深教師參與，工作坊中有機會與賴其萬教授、鄒國英院長、蔡淳娟教授等醫學

教育前輩同道一起腦力激盪討論學習，翻轉改變(transform)我對於教學的認知與日後的

教學實踐。

對於賴教授的第一印象是溫文儒雅，充滿人文氣息、身教言教並重的醫學教育家；由於

親自規畫執行醫學課程改革的經驗，對於黃崑巖教授與賴教授共同執筆的「醫學教育白

皮書」及教育部「推動醫學教育六年改進計畫」深感佩服，2008年參與賴教授主持的

「醫學人文教育核心團隊」(MEH)計畫，由11所醫學院校醫學人文教育的代表組成，每

月一次、為期一年在賴教授領導下，透過廣泛深入的討論人文的定義與價值，醫學人文

教育之，對臺灣醫療體系及環境、政策、課程、教法、教師延攬等等不利於推展醫學人

文發展的結構制度性問題，也試探尋求解決之道，許多參與者日後並成為該校醫學人文

的種子教師。賴教授總是在不同的場合強調醫師要培養同理心，要具有「對人類受苦的

敏感性」是作為一個好醫師最主要的條件，讓我牢記在心。

2011年受邀擔任慈濟醫學院院長，得知賴其萬教授在1998-2001年之間也曾擔任慈濟醫

學院院長，對於能與賴教授擔任同一份職務，心想以賴教授學術成就、人文素養及領導

臺灣醫學教育的前輩在前，我能力見聞有限、其實備感壓力；所幸，在我赴任之前曾經

拜訪賴教授，賴教授的笑容及鼓勵讓我如沐春風，能夠稍稍放心前往花蓮慈濟大學，時

間一晃就是八年，經歷多次評鑑的洗禮、新制醫學系課程的重大改革，賴教授是我這段

旅程中最重要的導師(mentor)，常常給我指導支持，亦師亦友、讓我一一度過難關與考

驗，總算不辱使命，沒有辜負證嚴法師的付託與賴教授的期許。

結語

由於擔任TMAC二十週年紀念專刊的召集人，有機會熟悉TMAC的創立與發展，臺灣的醫

學教育從「不相比擬」到獲得美國NCFMEA與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 ( 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 的認可，TMAC不但與世界醫學教育評鑑制度接軌，更獲

得國際醫學教育界國際醫學教育評鑑機構的領導者的肯定，臺灣醫學教育的品質認證制

度已能成為其他國家學習的標竿。衷心祝福，TMAC下一個20年再締輝煌!

2019年11月19-22日楊仁宏教授(前排左4)帶隊評鑑高醫大醫學系及學士後醫學系與訪視小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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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們起跑了！

2000年9月，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在黃崑巖院長領導下成立；1910年，

Flexner Report在卡內基基金會支持下出版。

Abraham Flexner和黃崑巖院長分別在廿世紀初以及廿一世紀的起始，為美國和臺灣的醫

學教育開啟了影響深遠的篇章。我有幸參與TMAC初期的運作執行，是難能可貴的學習

和機緣。

追憶和黃崑巖院長及TMAC的一段良緣

大約是1981年，我國駐舊金山代表處文化代表劉定一先生和我連繫，略謂政府特別派考

察團到美國參訪醫學教育，一行約四位：臺大李俊仁教授、省立臺南醫院陳院長、成大

吳總務長、陽明藍忠孚教授，請我代為安排到史丹佛大學參訪。這是我第一次知道臺灣

即將成立一所新的醫學院—成大醫學院。隔年，我回臺灣參加國建會，大約五天的開會

討論和參訪。王永慶董事長請吃飯，成大醫學院黃崑巖院長代為邀請與會多位生醫界人

士。那場臺塑招待所牛排大餐，餐後續攤酒敘配花生米，王董事長健談好客，賓主酒

興、談興皆濃。和黃院長雖初識，但我們很談得來。

1990年11月，我離開服務12年的史大醫學院，返臺參加母校北醫復興的行列。就任後，

提出「十年升格大學」為總目標，並立即安排「南下學習之旅」—到高醫和成大醫學院

參訪，向謝献臣院長、黃崑巖院長請益。我向北醫師生提出多項應興應革的計畫，其一

為醫學人文教育。九十年代初期的北醫資源還不夠充裕，乃先在醫學研究所設立醫學人

曾任TMAC第一~二屆委員（2000~2006）、臺北醫學大學校長、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創所所長

臺北仁悅皮膚科診所創辦人、臺北醫學大學拇山綠杏講座教授

胡俊弘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文組，碩士班五位，長程目標邁向醫學人文研究所。為此，和黃院長有更密切互動，他

給了很多寶貴意見。我們也多次請他擔任碩士班論文口試委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碩

士論文「臺灣賣卻論」，研討日本在1895年殖民臺灣後幾年，因為瘟疫造成巨大損失，

有意將臺灣轉賣給英、法等國，後來沒談成。黃院長淵博的學識以及精準的評論深度和

廣度，激發了師生對醫學人文的熱忱。2003年，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組獨立成醫學人

文研究所。

談到「大樓和大師」，我們的看法有交集，不約而同，黃院長提到他很重視校園建築美

學，曾特別用心挑選成醫大樓的磁磚材質顏色。我也和他分享北醫建校初期10年的校舍

不貼磁磚，都是用當年（1960年代）臺灣罕見的「清水模板」，那是出身成大建築系的

吳明修建築師的手筆。或許和北醫校訓「誠樸」以及「前瞻創新」的創校精神有關。

TMAC對臺灣醫學教育改革的偌大貢獻

籌劃TMAC時，黃院長問我是否有興趣參與TMAC委員會，記得他說委員會組成分別由國

衛院、教育部以及醫學院院長會議推薦人選。我感謝並接受了他的邀請，擔任TMAC兩

屆委員（2000-2006）；參加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梯次的現場訪視—臺大、陽明、成

大、國防。現場訪視委員都很認真書寫訪視報告，提交TMAC委員會討論，做決定。記

得初期梯次的各校評鑑，好像都是「有條件通過（待觀察）」，相當震撼的決定。

TMAC有多項很堅持的要求—醫預科兩年的通識教育，以及Faculty Development。針對

2013年胡俊弘教授(右排右3)參加國防醫學系評鑑與醫學生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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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全國醫學系皆集中在前兩年實施預醫科教育，委員會曾有討論何妨較有彈性，讓各

校發展特色。有幸和TMAC的幾位醫學教育先進等共事，包括黃伯超教授、黃達夫教

授、賴其萬教授、王乃三教授、謝博生教授、陳定信教授、吳妍華教授和王國照教授

等，有啟發、有互勉，也有共勉，是亦師亦友的愉快之旅！現場訪視委員有來自國外，

驚喜重逢闊別30年，University of Alabama in Birmingham (UAB)的何康潔教授（我曾經

於1969-70年在UAB和何教授共事）。

TMAC迄今20年的長程賽跑，對臺灣醫學教育的影響是多層面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TMAC激勵了臺灣私立醫學院大步向上提升的士氣”。20年前，臺灣有12所醫學院：

公立四所（臺大、國防、陽明、成大），私立八所（成立於1950-60年的高醫、北醫、中

國醫、中山醫，以及1970-80年後成立的輔仁、長庚、慈濟、馬偕）。私立和國立醫學院

共同負起培育臺灣醫療人才的重責大任。加上近年成立的義守，臺灣有13所醫學院。

2002年，我卸下北醫12年的校務肩負，並於2006年從北醫專職提前引退。有次，黃崑巖

院長告訴我他預備回加州矽谷，定居Sunnyvale和子女團聚。我告訴他我曾在Sunnyvale

住了半年，並說「您為臺灣留下兩件經典作品：成大醫學院和TMAC」。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設立之回憶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 Ta i w a n  M e d i c a 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的成立源自美國教

育部的驅動壓力。

深入瞭解醫學教育的真諦

1996年我剛接陽明大學校長，在那一年的醫學校

院長年會會議上，成功大學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

教授談到臺灣醫學教育已跟不上美國，亟須改革，

請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會後即上網查了一下，美國教育部對醫學系學生

教育的目標是：〝慎重甄選性向適於醫業的青年學

子，施以基本的醫學教育，並訓練醫療工作的基本

技能，以期成為能終身學習，以服務為志趣，具有

悲天憫人胸懷的醫師〞。醫學教育的內容大致包

含：基本的生物醫學科學、行為及社會科學、人文

修養、一般臨床技巧、臨床決斷技巧、溝通能力、

醫學倫理。醫學教育的理念是：減少講授時數，增

加主動學習，建立生涯學習觀念，強調整合性教

學，加強臨床技術訓練，重視社會關懷、人文素養

曾任醫學院評鑑規劃委員會委員(1999)、榮民總醫院醫療顧問、TMAC第一屆委
員(2000~2003)、陽明大學校長、振興醫院院長、臺灣泌尿科醫學會理事長

陽明大學終生榮譽教授、泌尿外科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張心湜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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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性化醫療。 教學策略是：以學習者為中心，以問題導向之學習，小班教學互動式及

啟發性之教學。從1996年陽明大學即開始進行課程改革：減少大堂課及引進加拿大

MacMaster大學的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小班教學。

臺灣醫學教育缺乏評鑑機制

1998年9月，教育部接獲美國教育部的來函，邀請臺灣派代表出席10月的Nat 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NCFMEA)審議會，為該會

審閱我教育部送去之書面資料所做出的不利評價做答辯，教育部派黃崑巖教授等赴會，

但結果不理想，該會直陳我國醫學教育之多項實際缺點，包括臺灣無獨立而中立之醫學

教育評鑑委員會，判定臺灣的醫學教育與評鑑制度為non-comparable。

參與規劃成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有鑑於該判決將影響臺灣醫學教育之國際聲譽，及可能阻礙本國子弟日後前往美國深造

的機會，教育部遂於1998年12月16日召開「研商醫學院評鑑事宜會議」，邀請各醫學校

院代表、衛生署、高教司等與會討論，一致同意臺灣應成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暫設置

於「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並決議委由黃崑巖教授擔任規劃委員會召集人，研議

評鑑制度和評鑑組織，我本人則代表陽明大學忝為委員之一。

醫評會於2000年正式成軍

經過2年的規劃，參考美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Lia ison Commit tee on Medica l 

Education），以及澳洲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 的評鑑準則、評

鑑制度及程式，建立了我們委員會的組織架構、評鑑準則和實施程式，於2000年正式成

立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至今已20年。

以下是TMAC執行醫學院評鑑之內容及過程：

◆ TMAC之職責：
 研擬評估程式及標準、執行評估訪視、確保醫學院畢業生提供水準以上的醫療服務、
確保醫學教育隨時代潮流繼續提升、與國際醫學院評估機構保持密切合作。

◆ TMAC醫學教育評估之功能：
 督促大學建立自我評估機制，藉他校同儕之評估作本校改進之參考，可將評估結果提
供社會大眾作為選校選才及捐助教育事業之參考。

◆ 教學評估包括：
 教學態度、教材內容、教學方法及整體評估；評估專案有6大項：教學、輔導、研

究、服務、行政，及總結。

◆ 評估流程如下：
◎ 第一次TMAC會：每年10月，寄出評估表格

◎ 各校自評：11月至次年2月

◎ 第二次TMAC會及訪視前講習：3至4月

◎ 各院校評估訪視：4至5月

◎ 第三次TMAC會及評定結果：7月

緬懷為臺灣醫學教育奉獻之摯友

TMAC成立至今20年有成，2002年美國教育部通過臺灣醫學教育為comparable，效期6

年，即每6年要評估一次。

當年成立時一起打拼的委員們大多已退休，而成立時功勞最大的黃崑巖教授也離世多

年，撰寫本文，一方面回憶此段往事，另一方面也紀念我這位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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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再厲 締造新猷

首先恭賀TMAC於2019年通過WFME的認可！這應歸功於所有委員一直以來的努力奉獻

心力。

TMAC裨益臺灣（全人）教育的推動

我初來美國時，覺得醫學教育養成過程中，臺、美兩者不相同之處，便是臺灣的主治醫

師/醫學生相互之間缺乏緊密的連結。癥結應是醫療空間的缺乏以及病人的數目過多，先

天不足加上人力的負荷有以致之。

返臺後，由於我在美任教，不脫醫療教育的範疇，因此承黃崑巖、黃達夫、賴其萬諸先

進之邀，加入TMAC團隊。如今回顧，臺灣全人教育的推動卓然可觀，TMAC應是功臣之

一。其實，醫療的本質，除治療之外，「關愛」更是醫師養成不可或缺的職志。醫病之

間的溝通，是病史取得的關鍵所在。TMAC早期鼓勵醫學院一、二年級人文教育的提

升，作為著力的方向，一步一腳印，為當前臺灣醫學教育奠下重要的基石，功不可沒。

曾任高雄醫學大學校長、TMAC第二~三屆委員(2002~2009)。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骨科LillianT.Pratt講座教授、主任

王國照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WFME的認可見證臺灣深耕醫學教育有成

Role Model的落實，乃是西方醫師養成教育中的核心價值。在醫學院的養成教育

中，師長的教導及風範的親炙是醫學生潛移默化的根源。可喜的是，TMAC長期

致力於醫學生全人教育的推動，以及醫學典範的啟迪，一路走來，寫下不可抹滅

的新頁。

TMAC的委員都是來自各大學的頂尖菁英，對提升臺灣醫學教育懷有崇高的願

景。如今20年打拼有成，累積的成果深得國際WFME的認可，是難得的殊榮！

忝為TMAC一份子，謹草此小文，祝賀再接再厲，締造新猷。

2003年王國照教授(左前3)帶隊第一次評鑑訪視慈濟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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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C 20週年紀念感言

臺灣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稱TMAC）于2000年9月正式成立，負責臺灣醫學院醫學系的

教育評鑑已經有20年的歷史了。

與TMAC運作有長年接觸經驗

回想這20年期間，本人因為2000年6月至2001年11月及2009年11月至2010年7月先後接

任陽明大學代理校長，2001年11月至2009年11月擔任陽明大學校長，因此遇上TMAC至

少5次到校評鑑或追蹤訪視醫學糸教育。又因為擔任TMAC第二、三、四屆委員會委員

（2003年8月至2012年7月）及TMAC第一屆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2014年1月至2016年

月12），並參與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2003、2005）、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2007、

2009)、成功大學醫學系（2007、2009）、慈濟大學醫學系（2007）的追蹤訪視，因此

對TMAC 的運作及其對臺灣醫學教育的評鑑有深刻的體會。

先賢的努力讓TMAC獲得國際認可

TMAC 的成立應該歸功於第一屆主委黃崑巖教授，及幾位對臺灣醫學教育有心向上提升

的資深學者/教育家，例如賴其萬教授、黃達夫院長、陳定信教授的開創性努力，及其後

有近20位以上中生代具理想的教育家及學者的持續性經營，而造就TMAC 對臺灣醫學教

育的重大影響力。

曾任TMAC第二~四屆委員（2003~2012）、
國立陽明大學校長、國立交通大學校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講座教授

吳妍華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TMAC 2000年成立，2001年4月開始實地訪評，但2002年就已經獲得美國教育

部NCFMEA評議為與美國評鑑制度可以相比擬。黃崑巖教授在2003年3月完成醫

學教育白皮書，教育部依此訂定六年醫學教育改進計畫。由於TMAC協助，2005

年及2009年教育部六年醫學教育改進計畫的短期及長期目標能夠完成。而2009

年及2017年TMAC第二度及第三度獲得美國教育部NCFMEA認可。更令人感動

的是2019年4月TMAC被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FME）獲得認可，有效期達10

年。

TMAC成就臺灣醫學教育良好典範

TMAC在這20年對臺灣各大學醫學系教育的指導，花費了相當大的心力及勇氣，

而各校參與者（訪視或被訪視者）也有機會學習他校的優點，這種良性互動及競

爭，也成就臺灣目前醫學教育的學術環境，而引發國外學術界的借鏡。

最後，我們應該向TMAC致敬！特別是對2位英年辭世帶領我們的前輩—黃崑巖

教授及陳定信教授！

2010年吳妍華校長 (右排右1)參加第四屆委員會議 (地點亞都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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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C的回憶

承蒙賴其萬教授推薦和委員會議通過，我在2006∼2015年擔任TMAC委員，在黃崑巖、

黃達夫和賴其萬三位主任委員的帶領下，和委員們共同努力，經歷各醫學院評鑑、建立

和修訂評鑑準則、建立TMAC申訴評議制度等工作。在這些工作中，兹將印象較深刻的

實地評鑑經驗分享如下：

TMAC評鑑所見大學治理對醫學院發展的影響

醫學院的目標是建立適當的課程、訓練學生、解決社區醫療問題，要達到這個目標要有

足夠的經費、人力資源、空間和相關制度等才能落實執行，而這些都和醫學院的「治理

機構」（governing body，如私立學校的董事會）對醫學院支持的態度和能力有直接關

係。

記得在參加評鑑的那些年，有新成立的醫學院，董事會是否依計畫取得足夠經費，以發

展教學成為評鑑重點。有的綜合大學醫學院，因為醫學院占用太多的人力和經費資源，

而引起其他學院的抗議甚至抵制，可能導致醫學院經費不穏定。有的醫學院訂有特別的

生活規定，引起學生抗爭。有的醫學院則牽涉到醫學院和附設醫院的組織關係，尤其董

事會支持附設醫院的多方位發展、以盈餘為主的經營模式，而輕忽教學的投資。有的醫

學院，校長的權力是否獲得足夠授權，以發展更合適的醫學教育，成為紛爭而影響醫學

教育的發展。

以上這些過去評鑑發現的事情，有的經過評鑑委員和學校的董事會代表及學校代表溝

通，學校即答應改善並落實執行；有的即使將建議改善事項寫在經過TMAC委員會議通

過的正式評鑑報告上，到下次評鑑仍未見改善。這就牽涉到TMAC的權力。我希望這幾

年TMAC獲得教育部更多授權，使TMAC的評鑑結果和建議，能使受評學校接受並執行，

以促進醫學教育和社區醫療的進步。

曾任TMAC第三~五屆委員（2006~2015）、天主教若瑟醫院院長、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院長

臺大醫院兼任主治醫師

宋維村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TMAC評鑑對醫學教育改革有推波助瀾之功

成人教育和兒童教育不同，成人教育不只教知識，還要教技術和態度，知識最容

易教，技術要透過觀察示範和操作來教，而態度常是模仿佩服的人而認同其態

度。臺灣的醫學教育在過去30年有很大的進步。知識教學從以前大班上課、讀共

筆和教科書、偶爾讀文獻，到後來發展不同模式的小組教學，自主學習解決問

題。至於技術教學，則強調醫學生的親自操作學習。

這兩樣教育模式的推展，TMAC評鑑扮演推動的角色。在我參加TMAC評鑑那幾

年，小組教學大致穩定進步，而技術教學尚在發展中。各醫學院都能做到的是大

部分科別的門診教學，而病房hands-on教學都能做到的是教學迴診，而醫學生參

與實際執行醫療的角色則差異較大，有的醫院設置教學病房，收適合給醫學生操

作的病人，有教學津貼的專任教師督導教學，住院醫師和護理師也有較多訓練並

扮演協助教學的角色，學生按照規定參加小夜班值班，教師用多種評量的方法執

行進展的評量和綜合評量。大部分的學校，則仍然在傳統的次專科病房，分配病

人，但不一定應用團隊照顧的理念，確實督導學生實際接觸病人執行診察的手

續，評量常只用單一的評量方法作期末評量。現在不少學校都送學生到美國醫學

院選修課程，如果和他們在美國的經驗相比，大都會說我們的病房教學，離

hands-on 教學還有很大進步的空間。

上面所寫的，是5到15年前的現象，相信各醫學院在經過多年的評鑑、持續改善和

積極與世界接軌的努力下，臺灣的醫學教育品質早已不可同日語了！

2010年宋維村教授(右)參加馬偕醫學系第一次訪視，
左為劉克明教授。

2014年6月宋維村教授擔任TMAC舉辦AMEWPR諮議委
員會議暨醫學教育國際研討會主持人(圖為致贈感謝狀予
東南亞地區醫學教育學會(SEARAME)主席Dr. R i ta 
S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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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評鑑準則對醫學教育成果品質的
影響力

TMAC 成立至今已經20年，筆者承蒙黃崑巖前主任委員等醫學教育界師長們之推薦與支

持，擔任四屆TMAC 委員及顧問。

在擔任TMAC委員期間，承蒙歷任主任委員、執行長、委員們與秘書們的指導與協助，

參與評鑑準則的修訂、擔任醫學系訪視評鑑委員、美國LCME South Dakota大學醫學院

「全面訪視評鑑」（Full accreditation）國外觀察員及LCME年會觀察員、AMEWPR外

蒙古國立大學醫學院評鑑委員、出席WPAME（原AMEWPR）成員國的諮議委員會議

（Advisory Board Meeting)，並在評鑑雙月刊投稿醫學院評鑑相關文章多篇。

見證臺灣成為AMEWPR會員國歷程

筆者擔任TMAC委員時，感到學習與收穫最多的是在LCME兩位秘書長Dr. Hunt及Dr. 

Barzansky的熱心協助下，親自且完整地觀察LCME如何進行美國醫學院的訪視過程及

LCME年會訪視結果的討論與通過與否的決議過程等。

而印象最深刻的是，2008年7月TMAC賴其萬教授與筆者，分別承蒙WFME President 

Karle及日本東京大學Dr. Onishi（當時AMEWPR秘書長）的推薦，列席AMEWPR在日

本東京女子醫科大學召開的會員國會議開始，歷經數年耕耘與努力，一直到 2012年承蒙

AMEWPR President韓國Dr. Ahn及澳洲Dr. Field的全力支持，TMAC終於從列席、觀察

員到獲得17個會員國同意，得以臺灣的名稱正式成為AMEWPR會員國的過程。其間，賴

其萬教授貢獻最大。

曾任TMAC 第三~六屆委員(2006~2018)、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副院長、
高雄醫學大學教務長

高雄醫學大學名譽教授、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顧問

劉克明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三度參與TMAC 醫學院評鑑準則的修訂

筆者參與醫學院評鑑準則的修訂共三次，第一次是

在2010年3月，LCME Dr. Reichgott專程來臺指導，

由黃達夫主任委員領導修訂小組，進行為期二週全

天密集的腦力激盪，多次討論後完成初稿。最後完

稿的新制準則及自評格式，於2013年10月全國公私

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報告，並正式公布。修訂小組

修訂期間，無論晴雨，黃達夫主任委員每天一大早

即到會場主持，直到下午討論結束才離開，全心全

力的投入，真的是最佳良師典範，令人敬佩。

第二次醫學院評鑑準則的修訂是筆者、林其和主任

委員及蔡淳娟教授一起合作，於2015年向科技部申

請專題研究補助費，研訂評鑑準則條文之具體操作

指標（稱「評鑑要點」）以及受評學校對應條文所需提供之「佐證資料」，這些遂融入

了TMAC新制自評報告格式中，於2016年實施，讓受評學校在準備自評報告有更明確的

方向。  

2019年筆者第三次參加醫學院認證準則修訂，是2013年版條文、評鑑要點和佐證資料的

全面檢討修訂，重點在配合WFME評鑑準則的條文更新，此由林其和主任委員主導的醫

學教育品質認證準則及自我評鑑報告格式2020年版，於2020年1月2日正式公布。

此三次醫學院評鑑準則的修訂過程嚴謹、思慮周全，甚獲各醫學院的肯定。筆者非常樂

於參與評鑑準則的修訂，並從中學習，獲益良多。為支持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的永續經

營，筆者謹提出建議如下，敬請師長們指正。

提升評鑑準則與醫學教育成果之間的相關性

醫學院評鑑包括許多被期望達到的評鑑準則，但事實上，要將這些評鑑準則與醫學院執

行結果聯繫起來，可能已面臨一些問題。謹列舉醫學生醫學教育中的一些例子，首先是

「評鑑準則2.1.1.4醫學系必須設計一套能提供一般醫學，並為進入畢業後醫學教育而準

備的醫學教育課程，以能反映並實踐醫學系之教育目標」、「評鑑準則2.1.1.5醫學系應

提供醫學生自主學習的教育機會，以培育終生學習的能力」，以及「2.1.2.5醫學系必須

收集並運用各種不同的成果數據，以證明其教育目的之達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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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小組實地訪視時，除將重點放在受評學校一般醫學的醫學教育課程外，也會重視

醫學系應提供醫學生自主學習的教育機會，特別是「保護時段（protected hours）」

的主動學習，訪視委員並特別重視受評學校各階段國家醫師執照考試之通過率與全國

醫學生通過率之比較。

因為上述評鑑準則的目的是預備醫學生及應屆畢業生，讓他們所接受的一般醫學課程

與教學成果，應已足以為他們參加國家醫師執照考試做好充分準備。然而實地訪視發

現不少醫學生感到教學不足，他們認為仍須透過補習班的商業課程，或參加醫學系特

別加開的國考補習課程，來加強他們對國家醫師執照考試的準備。顯示這些評鑑準則

條文內容與受評學校執行結果的相關性之間可能是有問題，也顯示評鑑準則條文內容

仍有改進的空間。

提升評鑑準則條文的品質

例如「評鑑準則4.1.4醫學系教師的教學方法應與時俱進」。

在受評學校實地訪視時，經過授課教師同意，訪視委員可隨時隨地進入講堂旁聽觀察

教師授課及師生互動情形，藉以了解「評鑑準則4.1.4醫學系教師的教學方法應與時俱

進」的實際執行成果。

然而訪視時發現，不少堂課醫學生上課出席率並不高、聽課不專心及師生互動情形不

佳，委員於訪視報告中要求受評學校要深入檢討改善。然而在此網路科技時代，教育

主管單位早就要求教師將教材在上課前即上網供學生閱讀，再加上共筆文化的盛行，

上課時，教師如未充分準備又忽視師生的互動，要吸引聰明絕頂的醫學生準時到教室

專心聽課，著實不易。事實上醫學生上課缺席是一種「非專業素養行為」

（Unprofessionalism），必須被師長們加以導正的。

如果教師開始上課時，明白告知醫學生缺席是一種非專業素養行為，並會採取Team-

based learning等教學法，積極鼓勵學生到教室分組討論課前網路上之教材，再加上運

用「即時反應系統（IRS）」促進師生互動，則評鑑準則4.1.4條文與其執行結果是正

相關的。

更理想的是「評鑑準則4.1.4醫學系教師的教學方法應與時俱進」，筆者建議如能再加

上「期以提升醫學生之學習熱忱與學習成果」，則條文的目的更明確可達，更能提升

評鑑準則條文的品質。 

對TMAC未來期許—善用評鑑準則提升臺灣醫學教育成果品質

1. 宜提升訪視委員對評鑑準則條文的瞭解及撰寫訪視的報告之品質，避免訪視委員的意

見與評鑑準則條文之內容不甚關聯或不確實。 

2. 為落實受訪醫學系教育水準的改進，訪視委員宜深入觀察探討該系不符合或部分符合

的評鑑準則條文內容之改善情形，並確實查核其佐證資料。

3. 訪視委員雖依據評鑑準則條文執行評量各受訪醫學系之教育結果，以確保醫學教育的

品質（Assurance of quality），但在訪視報告中宜避免提出與其他學校醫學系之優劣

比較，且須鼓勵並讓各醫學系有持續發展自己教育特色之空間。

致謝：  筆者擔任TMAC委員期間，承蒙歷任主任委員、執行長、委員們與秘書們的指導

與協助，順利圓滿的完成多項任務，謹此致謝。

2011年劉克明(後排右2)教授受邀參加AMEWPR組成的蒙古醫學院評鑑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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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對於養成良醫的重要

曾任TMAC第三屆委員（2006~2009）、
國立陽明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暨創所所長

洪  蘭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2006年，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納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後，我被選入委員，
也是當時唯一不是醫學院畢業的委員。我當時在國立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任教，同

時也在通識中心教大一新生「心理與生活」。

通識教育在早期未獲醫學生普遍重視

那時，社會上對通識教育的內容頗有微詞，很多學生認為通識教育是浪費時間，是營養

學分，不肯好好地上課。但其實通識教育中的歷史、文學、藝術等課程可以打開醫科學

生的視野，增加他們的素養，對將來在行醫路上的辛苦與挫折提供心靈的支柱。通識是

重要的，但是內容可以好好地討論。

我自己對醫學這個領域有很大的期待，醫生應該是醫人而不是醫病，因此當我接到電

話，邀我擔任臺灣醫學院的訪視評鑑委員時，我很高興地答應。一方面我認為一個醫生

的養成，醫德比醫術重要，希望醫科的課程能多安排跟醫品有關的內容，另一方面我知

道能夠跟黃崑巖院長、黃達夫院長、賴其萬等其他教授共事必能學到很多東西，尤其這

是一個非常榮譽的無給職任務，委員會來找我，令我受寵若驚。

這個團隊的道德要求非常高，我們出訪完全不接受訪視學校的招待，連中間休息時的咖

啡都是吃自己的，以免吃人的嘴軟，落人口舌，這點非常值得敬佩。訪視的行程非常緊

湊，報到後一整天馬不停蹄，除了訪談學生，還實地去看他們上課的情形。

在TMAC的評鑑過程中感觸良深

在臺大那一次，我和林其和院長一起去看學生上社會系替醫學院開的一門通識課。我們

準時到達，但教室中學生卻不多，上課鐘響後才姍姍來遲，甚至有遲到半個小時以上

的。後來才知道因為有電子點名，所以他們一定要來，也因為電子點名，他們一定要坐

到自己的位子上才會被點到，因此，一人遲到，一排的人都要站起來讓他進入。不幸的

是，這是百人的大教室，它的設計是兩邊走道，中間一整排沒有進出的空間，因此遲到

造成教室中此起彼落的現象。更驚訝的是上課的女老師看

到教室亂哄哄的情形並沒有生氣，反而說“今天由我小女

子來跟各位上⋯”，老師的態度非常謙卑，就難怪學生不

把老師當一回事了。從過去經驗得知，老師一定要有尊

嚴，教學才會有效，我們不會聽我們不尊敬人的話。

我和林院長站在階梯教室最後面的控制室，居高臨下，所

以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學生的一舉一動。只見有人打開手

提電腦（那時還不是那麼普遍）放在桌上，但不是在看上

課相關的內容，而是在看韓劇和搜尋商品，有人打開便當

吃飯，也有人在啃雞腿，情況跟百貨公司的美食街差不

多。

我當時很難過也很不以為然，因為這些學生是全國的精英，多少人想進臺大而進不來，多

少人想當醫生而不得其門而入。國家補助公立學校每個學生若干元，使他們可以用低的學

費（臺灣大學的學費與全球各大學比起來相當便宜）享受先進的設備（臺大當時已用電子

白板、電子點名，很多學校都還沒有）、好的師資，而他們沒有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浪

費了納稅人的錢，也浪費了他們的生命。

下課後，我與學生訪談，原來他們認為這不是醫學系的本門課，是「無所謂」的通識課，

反正外系老師一定會讓他們過，不像醫科本門的病理學，當掉後，便不能繼續升級。這一

點正是我參加醫改TMAC的主要原因，醫生應該要有人文的關懷、有基本的素養，我不希
望他們成為唯利是圖的醫匠，而這點也是這個評鑑委員會每一個人願意花這麼多時間去訪

視各個醫學院的原因。委員們都希望能改進臺灣的醫學教育，使臺灣的醫科畢業生受到國

際的認證。

深化人文基礎是醫學教育改革重要一環

人若不知道自己要什麼，就不可能從現在的樣子改變成想要的樣子，也就沒有邁進的目

標，沒有目標，就沒有成長，沒有明確的想法，就不會有任何改變。我一直覺得教育不是

給學生知識，而是給智慧，知識幫助你謀生，智慧幫助你創造人生。哈佛大學的校長敢

說：「我們的畢業生不是出來找事，我們的畢業生是出來替別人創造就業機會」，就是因

為他們通識的基礎、人文的素養打得很紮實，學生可以海闊天空地多方面發揮。

我在天下雜誌的專欄裡，寫了我在臺大訪視的所見所聞，引起很多人的撻伐，印象最深的

是建中當時的校長蔡炳坤說他允許學生上課吃雞腿，這點我到現在仍然不同意，學生上課

吃東西會干擾別人上課，也是對老師的不尊重。

雞腿事件後，我就沒有再任評鑑委員，但是我一直關心臺灣醫學教育的發展，兩位黃教授

（黃崑巖和黃達夫教授）以及其他委員對臺灣醫學教育無私的付出是令人感動的。時間過

得很快，轉眼TMAC 20年了，我有幸參加過這個盛事，謹就我的記憶寫下當時的經過，如
有錯誤，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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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不一樣的福氣（privilege）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簡稱醫評會）的成立，是臺灣醫學教育邁向美國和世
界水準的重要發展里程。

今年是TMAC成立20週年，這期間臺灣的醫學教育評鑑制度與運作，連續3次獲得美國教
育部的認可，TMAC更在2019年獲得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的認可，成就輝煌。

醫評會的成功有賴許多先輩和團隊共同效力

萬事起頭難，初期的幾位主委、執行長和評鑑委員：成大醫學院創院黃崑巖院長、和信

治癌中心醫院黃達夫院長和醫學教育講座賴其萬教授、高雄醫學大學劉克明教授與成大

林其和教授等，他們的奉獻與付出令人敬佩。

後續的訪評小組和醫評會委員一樣維持專業和謹慎的態度。能有這些成就，更要感謝被

評學校的配合和醫評會辦公室的行政人員，朱宥樺、張曉平和鄭國良 (在我
2009.8.1~2015.7.31擔任醫評會委員任期內)。他們幕前和幕後的努力與態度是評鑑成功
的重要推手。

訪評工作裨益臺灣醫學教育品質的提升

感恩提名我擔任訪評委員（surveyor）與之後2屆醫評會委員（council member）的醫學
教育先輩們，這真是我的福氣（privilege、特權：臺北長庚醫院創院院長羅慧夫醫師把
當醫師是一種privilege，用臺語說，做醫生是一種福氣）。的確，訪評委員可審閱受評
學校的報告、包含各種開會記錄、課程安排、師資、學生生活等；可以去聽課、觀摩門

診；面談學生、老師、系主任、院長、校長（私校），甚至董事長（私校），進而從中

學習他校的優點。這些當然是我們的福氣，但也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

除了馬偕和義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外國專班)，我參加了其餘公私立大學校院的評鑑工
作，此工作可分為全面和追蹤評鑑。與同時進行的全國系所評鑑比較（本人也參與幾個

曾任TMAC第四~五屆委員（2009~2015）、
慈濟大學藥理暨毒理學研究所所長

慈濟大學兼任教授

邱鐵雄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系所的評鑑)：醫評會的全面評鑑涉及所有與醫學教育相關的教學和行政單位，這些單位的
主管參與評鑑開始和結束的簡報；訪評共4天，每天結束後，訪評委員可分享心得；全面訪
評小組包含1至2位國外委員（主要為臺灣醫學系畢業後在美、加服務的資深教授和醫師)；
訪評委員詳細查核各自負責的領域，並撰寫包含優點與需要改進建議的訪視報告，寄給醫

評會辦公室，由訪評小組召集人彙整，最後由醫評會委員會開會決定評鑑結果。

在人力、財力和組織的差異下，可以理解評鑑對私校的壓力很大；但它也是提升私校醫學

教育很重要的動力。的確，在前後多次的評鑑後，可以看到全國醫學教育品質的提升。

醫學人文課程對於育成良醫有重要性影響

世界醫學教育與時俱進，臺灣的醫學教育也沒有例外。除了由7年制改為6年制，臨床和基
礎教學的整合也創造了問題導向學習（PBL)等教學模式。這幾年來很夯的翻轉教學
（flipping teaching)，相信也改變醫學教育的教學；COVID-19病毒的全球傳播也促進了網
路學習（on line learning)。

此時，我們更需要關心人文素養和醫學人文課程的設置。黃崑巖院長說過：要做醫師前，

先學會做人。活到老、學到老，學做人是一輩子的事。從典範（role models)的潛移默化學
習人文素養可能是較有效率的，各個醫學院皆提供類似的人文課程；另一方面可從醫療相

關書籍中的感人事蹟學習典範的素養和醫療行為。

醫評會在促進醫學人文課程的設置扮演關鍵的角色，如參與醫學人文授課的教師，可以因

人文方面的成就而升等。在醫學人文的書籍方面，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與天下文化

出版社合作，由後者請人翻譯出版醫療的好書，基金會則無償贊助提供給國內醫學院學生

和住院醫師。黃達夫院長在"醫學這一行"一書的合作出版總序寫著 "樹立典範"給新一代醫
療人員，增添精神滋養。本人很有福氣從我們的醫學院辦公室拿到很多基金會出版的書，

讓我獲益良多，謹在此向黃達夫院長和他的基金會致上誠摯的謝意。

感恩TMAC給我這個殊勝的機會，也要感恩訪評和醫評會委員們，讓我在任期內和評鑑過
程中收穫滿滿；TMAC的組織架構和運作已越來越完善，謹祝福TMAC未來有更傑出的成
就。

第五屆委員餐敘合照(邱鐵雄教授為後排右4)。 2012年邱鐵雄教授(前排左2)帶隊全面評鑑成大醫學系
與訪視小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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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評鑑與參與評鑑之回顧及展望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簡稱TMAC）歷經一年

的籌備與規劃，成立於2000年9月29日，於今年滿20週年。

在輔大服務期間歷經多次TMAC評鑑訪視

輔大醫學系在經過10年的等待和一年的籌備，亦於2000年8月1日成立， 成立後9個月

（次年5月）即接受TMAC的評鑑。在我擔任系主任六年的期間（2000年8月1日至2006

年7月31日），輔大醫學系每年都要接受TMAC的評鑑訪視（因是新成立的醫學系）。在

卸下系主任職務之後，擔任二年醫學教育中心主任及六年的醫學院院長任期內，也多次

參與輔大醫學系的評鑑準備工作及評鑑訪視。

算算總共參與了10次TMAC的評鑑訪視，外加一次於成立第三年時，部分訪視委員到輔

大醫學系，針對問題為基礎的課程（Problem-based Learning curriculum，簡稱PBL）

實施狀況進行的追蹤訪視。經歷過5位評鑑訪視召集人，使用過兩個版本的評鑑準則及自

評資料。

擔任TMAC委員並參與準則暨自評修訂

在擔任TMAC委員九年（2009~2018) 及之後任顧問（2018迄今）期間，前後也參與了

12次（8間學校）的評鑑工作。之外，於2012-2013年參與「自我評鑑報告修訂小組」，

參照美國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簡稱

LCME）2010-11版的自評資料，重新制訂「新制評鑑自我評鑑報告」（簡稱自評報

告），以使受評學校填寫的資料與新準則有較好及較清楚的對應。2016年TMAC依此版

曾任TMAC第四~六屆委員（2009~2018）、輔仁大學醫學院院長

耕莘醫院顧問醫師、輔仁大學榮譽教授、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鄒國英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本再做修訂，將呼應每個評鑑準則應附的自評資料改以「評鑑要點」和「佐證資料」呈

現。

TMAC每六年定期檢討評估與修訂認證準則，於108年度1月啟動修訂工作，我有幸得以

參與「108年度TMAC準則暨自評修訂小組」，參照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or 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條文，經過增加、修改、合併的嚴謹過程，

大幅降低準則條文數，由原有的135條減少至93條；自評報告的架構也做了很大的變

動，將表格等數據性的資料集中填寫，也給了受評學校較大的彈性，呈現每一準則條文

的佐證資料。新版醫學教育品質認證準則於於今年（2020）1月2日公布、實施。

無論受評或評鑑訪視都有不同面向的挑戰

美國高等教育認可審議會（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簡稱CHEA），

將評鑑（accreditation）定義為一個過程（process）和一個資格（status）（劉克明，

張曉平，2014）。

在10次的受評及12次的評鑑歷程，對此二方面有很深的體認。

在準備評鑑的過程是漫長而辛苦的，尤其是對新成立的醫學系。因醫學系甫成立，每年

要推出新的一個年級的課程，需要很多時間規劃、溝通與協調；且因輔大醫學系於成立

之前，即已決定以PBL理念設計三及四年級的課程，因而除了準備課程材料（PBL教案

等），還要進行小班導師（tutor）的培育，及建置PBL的特有教學空間（小班教室、資

源學習中心、臨床技能中心等）。此外，在前幾年因學生課程尚未完全展開，雖然學生

人數尚少，但是老師人數及行政人力也是較少。

2006年輔大醫學系第6次接受TMAC訪視，鄒國英系主任及學校教師主管與黃達夫院長帶隊的訪視小組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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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開始準備評鑑的書面資料時，最困擾的是對於某些評鑑準則的內涵不是很了解，不

確定需要提供那些資料。第一輪評鑑的第三年才有一家醫學系（臺大醫學系）通過評鑑

（Fully accredited），因而當時沒有可以徵詢及觀摩的對象，又沒有可以協助做預評的

國內專家。

在評鑑訪視時，很大的挑戰是如何在短時間內有恰當（與該業務相關）的人員提供資料

或帶往相關場景，讓評鑑委員對他所關注的議題，可以有正確及全面的了解。在評鑑訪

視中及閱讀訪視報告時的困擾，是訪視委員對評鑑條文的解讀不一致，導致不同的判定

標準。例：有委員認為評鑑條文述及之措施（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有合理完善的規

劃即可，另有委員則認為應檢視其實施步驟與執行成果。訪視報告應是陳述觀察的發現

與相關的證據，讓學校清楚自己的問題在哪裡，而從速著手改善。但有委員是寫出個人

的判斷，或從自己學校的經驗而建議受評學校應做的改變。

協助學校做好接受評鑑準備是可以精進的方向

上述準備評鑑過程面的困擾，隨著被評鑑的次數增加、對條文的了解，而逐漸減少。之

後多年參與TMAC評鑑訪視工作時，發現多個學校也有這困擾，所做的說明或提供的資

料無法佐證該條文的評鑑重點。常有受評學校請其他學校有評鑑經驗的老師擔任自評資

料的預評委員，TMAC也自2013年辦理第一次準則及自評說明會議，以減少受評學校在

此方面的困擾，但仍有學校承辦評鑑業務的行政人員很焦慮。當然，理想的支持系統

為，如美國LCME有二位資深的秘書長，在受評學校提出需求後，秘書長可以為即將接

受評鑑的學校回答有關評鑑的疑惑。參與LCME評鑑工作的一位委員是次年即將接受

LCME評鑑之醫學院副院長，也可協助即將接受評鑑之學校更瞭解評鑑的作業以及如何

準備。（賴其萬，2010）

TMAC鑑於經費問題，暫時無法以全職聘任醫學教育的權威人士負責評鑑事宜，但可以

邀請即將接受評鑑學校之負有評鑑任務的資深老師參與評鑑訪視工作。TMAC也於近年

辦理已接受評鑑的學校，分享準備評鑑的經驗，此會邀請即將接受評鑑的學校派員參

加。雖然，臺灣醫學院校目前已進入第三輪的評鑑，每一家醫學院校均有多次接受評鑑

的經驗，但認證準則每六年會定期進行整體評估與修訂，且學校人事更迭，會有新的主

管、老師及行政人員，增加學校對評鑑準則條文及自評報告深度認知的措施，是需要持

續進行的。

LCME秘書長來臺分享的評鑑經驗可資借鏡

在當評鑑訪視委員時，多次發現負責相同評鑑條文的委員，很認真地想確實了解受評學

校的資料，由學校人員陪同下查看現場資料，但許多時候需要負責該業務的老師、助教

或行政人員在旁說明，而這些業務負責人常分身乏術，或是需在不同時間點再次對不同

的委員說明。這對受評學校而言，是很大的困擾及壓力。

2017年初，LCME的秘書長Dr. Dan Hunt來臺時，很坦誠、知所不言地分享他的評鑑經

驗。在實地查證時，LCME是一章一章地同時或分時進行，除與該章節相關的訪視委員

外，學校相關的人員均要出席。委員事先已熟讀資料，現場提出須釐清的地方，由校方

人員及時一一回應。如此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鏡，以解決學校在受評現場資料說明與查證

時的壓力與困擾。

建立訪視委員評核制度或可提升評鑑品質

「醫學院評鑑應力求公平合理，以樹立其公信力」。訪視不同學校的委員不同，且不同

時期訪視同一學校的委員也大多不同，委員的訪視態度與評鑑標準愈顯得重要。

2016年12月13-16日鄒國英教授(前排中)帶隊全面評鑑長庚醫學系與訪視小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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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C的訪視委員人才庫是由TMAC委員及各校推薦，人才庫的老師需參加自2012年開

始舉辦的當年度「訪評委員研習暨共識營」，才有被選為訪視委員的資格。上午的研習

營，除了告知訪視程序及訪視委員倫理守則說明，也談及認證準則的查核與報告撰寫; 下

午的共識營則以較小的分組方式，以節錄的實例，針對認證準則條文加以討論並獲得共

識。雖是經過這番培訓，仍可以觀察到訪視委員對評鑑條文解讀及判定標準之不一致。

此時評鑑訪視期間，每日晚上委員間的分享訪視所見及條文判定的交流，可以將委員間

的差異減至最小。雖無法像LCME可以有一位秘書長，各自親身參加一半的醫學院訪

視，並由秘書長彙整寫出一份詳細的報告，以使評鑑品質達到一致性及統一評鑑報告的

用字遣詞，TMAC為了進一步提升評鑑品質，需思考是否建立訪視委員的評核制度。

評鑑在於認證醫學院落實教育改革的成果

TMAC評鑑的主要目的在瞭解醫學校醫學院系的辦學現況、教育目標與達成程度，透過

評鑑協助學校發現辦學上的盲點，將自我評鑑機制落實於平日之行政與課程等管理，建

立持續自我改進的能力。（賴其萬、鄭國良，2015）。

評鑑除了是一個過程，更是一個資格。評鑑訪視後，在評鑑訪視召集人帶領下，完成一

份評鑑訪視報告，提交TMAC委員會，經過詳細的檢視及充分的討論後，委員會作出認

證結果。在TMAC成立的前幾年，認證結果是通過、有條件通過（待觀察）、不通過，

到2005年改成通過、通過（有條件）、待觀察、不通過。

輔大醫學系成立後的前四年，所得到的認證結果均是「有條件通過（待觀察）」，第五

及第六年為「待觀察」（On probation）。我及系上老師均很是受挫，學生也不了解為

何是如此。後來才得知對新成立的醫學系，在沒有畢業生之前是不會給予「通過」的認

證結果。下一間新醫學系的設立（馬偕醫學院醫學系）是10年後，訪視結果已修改為

「新設立學校觀察中」，成立第一年至第五年不給予認証結果。

TMAC促進臺灣醫學教育更上層樓

輔大醫學系成立之初，每年均有資深的醫學教育專家來評鑑訪視，促使我們不停地檢視

課程的規劃理念、執行狀況、學生的評量面向與工具，也加緊腳步進行課程評鑑與師資

培育，三家主要教學醫院的轉變更是評鑑的功效。雖然是辛苦，但心中滿是感激，有這

麼多位委員用3-4天的時間，詳細閱讀、觀察與訪談，用心地幫我們發掘問題、讓我

們看出努力的方向，走出自己的特色。

因著全球醫師的移動，醫學教育與世界接軌是必須的；為了確保醫學教育的品質，評

鑑已成無法擋的趨勢。期待臺灣各醫學院系依據認證準則，進行持續的教育品質改

進，並藉相關的認證單位依據認證準則的評鑑，以確保醫學院教育的品質。（劉克

明，2019）

TMAC成立後，經由國際交流及經驗的累積，看到成長與蛻變。也期待TMAC在各任

主任委員及委員的努力，及參與評鑑學校的回饋之下，能有創新的思維、更新的做

法，達到訪視評鑑團隊判斷的一致性；且可以看到受評學校更核心的問題，因而導致

更精確的評鑑結果。（劉克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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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C 20週年紀念

猶記得當年成功大學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為推動成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往返臺

灣與美國奔波的身影。

時光飛逝，TMAC至今竟然已屆20週年。2012年林其和院長為緬懷黃院長對醫學教育的

貢獻，在成大醫學院門前種下的那棵「習醫之樹」樹苗也已綠蔭盎然。很榮幸獲TMAC

委員會邀稿於20週年紀念專刊為文，就個人參與經驗與心得做一點回顧，也藉此見證並

感謝TMAC為提升臺灣醫學教育所付出的努力。

因緣際會下涉入醫學教育領域

1986年我在美國跟著李明亮教授學習醫學遺傳，結束訓練後，因緣際會經黃崑巖教授延

攬到成大醫學院服務，也與外子同時擔任成大醫院開幕的第一批先鋒部隊。在那草創時

期我即擔任課程委員會的委員及幹部，展開與醫學教育結緣的契機。又由於受黃院長指

派負責協調醫學倫理及醫學人文領域的相關課程，更與通識人文教育結下不解之緣。也

因此多次以受評者的角色，接受TMAC和教學醫院評鑑的考驗。

早期對於這二種有關醫學教育評鑑的印象是：對TMAC需要回答許多長篇論述，而對醫

策會的教學醫院評鑑則要逐條檢核；前者比較像申論題，而後者比較像簡答題或是選擇

題。從我電腦的舊檔案，還找到一份2005年8月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推動醫學教育改

進計畫」自我評鑑報告，原來當時是為因應教育部依黃崑巖教授撰寫「醫學教育白皮

書」訂定醫學教育改進計畫。檔案上還有密密麻麻追蹤修訂的痕跡，讓我想起當年和醫

學院教務分處同仁們，揮汗如雨絞盡腦汁撰寫報告的盛況。

曾任國立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副院長、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局長、TMAC第
五~六屆委員（2012~2018）

奇美醫院講座教授

林秀娟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臺灣醫學教育接軌國際的努力與傳承

2012年，我轉換跑道由成功大學到奇美醫學中心服務，正想以後與醫學教育的距離會較

遠了，沒想到接獲黃達夫院長邀請擔任TMAC委員，他說服了我以已經離開大學醫院為

推辭藉口。

接下來的6年，我參與7梯次實地訪評，數不清幾次的會議，認證準則與自評格式修訂、

說明會、評定會議，甚至申訴會議等等，發現自己在醫學教育這條路上，還有很長也有

許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這其中最令我感動的是看到臺灣的醫學教育能夠和世界接軌，這背後有許多人付出許多

的時間心力；包括幾次和我們一起出梯訪評的國外委員，例如：徐達雄、黃裕欽、林偉

如、陳耀楨等幾位國外醫學院的教授，他們一下飛機就馬不停蹄出發訪視，忍受旅途勞

累、時差失眠，回去還要寫又長又詳細的報告。他們像傳教士般的精神，真令人敬佩！

「習醫之樹」其實是法國梧桐木，可存活幾百年，也是醫學教育「香火傳承」的象徵；

建議TMAC委員會未來或許除了給予評鑑證書之外，還可以附贈1棵樹。畢竟「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教育的力量無遠弗屆啊！

2016年林秀娟教授(前排左2)帶隊評鑑義大學士後醫學系外國學生專班與訪視小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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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C獨立運作的轉型與期待

TMAC在2000年成立，2001年開始進行醫學院校之評

鑑，個人參與無數次的實地訪評，深覺TMAC對臺灣醫學

教育的重要性。

面臨接軌國際挑戰，又逢經費恐斷炊困境

然而教育部高教司在2017年發佈，自2017年起教育部不再委託評鑑機構辦理系所評鑑，

其辦理之權責由「強制性」改為「由學校自主決定」，學校如有需要，得自行付費洽各

評鑑機構辦理。這項消息對長期仰賴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來運作的TMAC而言，不啻為雪上加霜，因為當時已決定在2018年12月接受由「世界醫

學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認可小組派員來

臺，實地參與訪評TMAC到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的評鑑，也就是評鑑TMAC訪評的過程與

機制是否符WFME的標準，這是個攸關臺灣醫學教育得到世界承認，並與國際接軌的關

鍵時刻。

WFME是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周邊負責醫學教育的非營

利組織，於1972年在丹麥哥本哈根成立，WMFE旗下包含有6大區域分會，臺灣隸屬於

「西太平洋地區醫學教育學會」（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PAME），經過TMAC賴其萬前主委、林其和前主委及劉克明委員們多年的努力經營，

TMAC自2012年成為WPAME正式成員，前任主席為高麗大學整形外科教授Ducksun 

Ahn，與我的執業科別一樣，和臺灣長期保持友好關係，除了受邀到各醫學大學及醫學

會演講之外，我也特別在2017年邀請他到臺灣整形外科醫學會年會演講。

面對教育部補助經費的中斷，時任主委林其和教授、執行長張上淳教授以及第六屆委員

們，無不極力主張教育部應持續資助TMAC渡過這個關鍵的歷史時刻。2017年5月18日

曾任TMAC第六屆委員（2015~2018）、
高雄醫學大學副校長

高雄醫學大學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

賴春生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第63次會議也決議「同意TMAC持續辦理臺灣各醫學系評鑑工

作，並支持TMAC申請WFME的認可」。

草擬國事建言，為TMAC奔走請命

個人當時剛獲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深感責任重大，因此花了一些時間收集整理相關資

料，撰寫一份「國事建言」，經主委、執行長及秘書多次修飾同意後，利用106年5月26

日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府接見餐敍的時刻，當面呈交給總統參酌，臺大陳定信教授當時也

在座，共同強調TMAC正常運作的重要性。

大約過了1週，高教司司長親自來電表達重視之意，也希望有份正式的函文以利辦理。經

過主委、執行長及秘書多次討論修改後，完成「維繫臺灣醫學教育與國際接軌 支持臺灣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永續發展」的說帖，並經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之

必要行政流程，於106年10月3日以高評字第1060001651號函文教育部，這份說帖很快

速地在106年10月18日得到教育部正式與正面的回覆，解決了財務上燃眉之急。

通過WFME認可，TMAC深耕20年有成

在2019年4月TMAC正式接獲WFME通過之認可，效期10年，臺灣畢業的醫學生將有資

格申請美國或其他歐洲國家的住院醫師或主治醫師的訓練，意義重大。在臺灣評鑑期

間，透過高醫大呂佩穎委員隨團翻譯，讓WFME委員見識到TMAC高水準的訪評過程，

2019年呂佩穎教授成為臺灣第一位獲聘為WFME的正式委員。

TMAC經過20年的淬煉，前輩們貢獻良多，除了常規的委員會議及訪視委員培訓研討會

之外，醫學教育之相關議題也會透過醫學校院院長會議取得共識。TMAC除了獨立自主

的訪評運作之外，在財務上也期待能從公部門補助、評鑑學校作業費及社會捐助而有固

定的來源，進而成立教育部委託之TMAC基金會，利用豐沛的資源，不僅督促臺灣醫學

教育品質的精進，進而成為世界醫學教育評鑑的學習典範。

「國事建言」能在關鍵時刻扮演適當角色，深感欣慰，茲留下記錄以供後輩參酌。

2017年賴春生教授(右5)帶隊評鑑慈濟大學醫學系與訪視小組合照。

2017年5月26日賴春生教授(國策顧問)與蔡
總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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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與
臺灣醫學教育的變革

回顧西方醫學之傳入與教育在臺灣，可發現有其週期性。

最早在大航海時代，西方醫學隨著傳教士傳入臺灣，雖然也有醫學教育的發起，但比較

侷限性，直到日本占領臺灣才開始有官方的醫學校成立，採用的是德國的講座制；經歷

50年左右日治時期，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遷來臺灣，醫學教育採用美式教授、住院醫師

制；又約經歷50年，1988年美國教育部「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

（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NCFMEA）判

定臺灣醫學教育與評鑑制度與美國醫學教育「不相比擬」(non-comparable)。

原來戰後50年美國醫學教育做了很多的變革，如1980年代哈佛大學醫學院開始了New 

pathway，又有持續性的評鑑改進措施。

臺灣醫學教育從小規模興革到全面性整合

其實1992年，前臺大醫學院院長謝博生參考了New pathway在臺大醫學院進行教育改

革，推動小班PBL教學、基礎臨床整合課程、增加醫學人文課程、醫學資訊課程等，但

僅限於臺大醫學院且範圍較小。

2000年成功大學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在教育部支持下成立TMAC，仿照美國醫學院的

評鑑準則，對於所有臺灣醫學院進行訪視。這段期間教育部對於大學教育也做了一些改

革，如高教評鑑、加強通識教育、多元入學方案等。

曾任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系主任、TMAC第六屆委員（2015~2018）

國泰醫院教學部部長、TMAC現任第七屆委員（2018迄今）

黃天祥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2003年臺灣受到SARS侵襲，衛福部對於教學醫院評鑑，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執照更

新之改變；考選部對國家醫師執照考試制度之改革，如二階段考試，改良命題方式及畢

業OSCE考試；科技部新設醫學教育學門，鼓勵醫學教育的研究；有些醫學院成立醫學

教育研究所；學界也成立臺灣醫學教育學會，出版醫學教育雜誌；一時之間，臺灣醫學

教育展現一番新氣象。

TMAC裨益於臺灣醫學教育在穩定中求發展

值此TMAC成立20週年之際，審視TMAC施行醫學院評鑑以來所達成的成果，TMAC可謂

在臺灣醫學教育改革扮演催化者、鞭策者、深化者的角色。它的評鑑準則鉅細靡遺，每

次評鑑都讓各院校重新檢視學校、醫學系與教學醫院組織運作，教育目的與目標，課程

安排，教學方式，成效評量、醫學生的招生、輔導、學習環境，教師質量及教育資源

等，使得各醫學院校的教育品質提升，並能符合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WFME）的標準，朝向未來臺灣醫學院畢業生可至世界各地繼續

其醫師生涯訓練及執業。

寄望未來在TMAC督導下，隨時跟上世界醫學教育的潮流，不再有以往週期性的變動。

2019年黃天祥教授(前左2)帶隊評鑑陽明醫學系與訪視小組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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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C與我

筆者是臺大腎臟內科醫師，並自1999年參與臺大醫學院醫學教育改革，特別是二階段學

程，且擔任一般醫學科教職。之前雖知TMAC已在2000年成立，但當時我的想法是臺大醫

學院已有自己一套既定的規則，TMAC對其他醫學院應該會有較大的幫助。

我自2004年任臺灣醫學教育學會秘書長，有機會參與臺灣的醫學教育。TMAC於2011年邀

我擔任某醫學大學醫學院評鑑訪視委員，但因利益衝突而迴避擔任，而後於2013年受

TMAC邀請擔任輔大醫學院的評鑑訪視委員，那是我第一次參加TMAC訪視，至輔大醫學院

及其主要合作教學醫院之一的耕莘醫院訪視，那次評鑑也是輔大第一次由先前的「有條件

通過」，躍昇為「通過，效期三年」。

WFME認可， TMAC為臺灣醫學教育把關

2014年6月，TMAC於臺北舉辦AMEWPR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是該組織首次由非擔任

主席的國家主辦，我亦代表臺灣醫學教育學會全程參與，並擔任澳洲學者Dr. Michael J. 

Field 和Dr. Peter M. Ellis演說之主持人。

在那次會上知道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與

美國的外國醫學系畢業生教育委員會 (Educational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s, ECFMG)等共同推動全球醫學教育的一致化，要得到WFME認可的醫學院畢業

生，於2023年後才可進入美國或其他各國執業。因WFME不可能認證全球每一個醫學院，

因此會在每一個國家或地區認可一個認證機構，而臺灣就是TMAC了。另外因應高教品保

政策改為自願型評鑑，TMAC評鑑於2018年更名為「醫學教育品質認證」。

參與醫學人文教育課程推動，順利通過TMAC評鑑

我自2012年至2018年擔任臺大醫院教學部主任，負責全院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的教學相關

事宜，包括醫學系學生的臨床課程。我自2014年至2020年擔任臺大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

臺大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暨研究所科主任及研究所所長、TMAC第七屆（2018年迄今）委員

朱宗信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倫理學科暨研究所主任及所長，除了開設碩士班課程外，本科亦負責醫學系一部分醫學人

文教育課程。

2016年適逢TMAC全面訪視臺大醫學院，我帶領兩個科部相關同仁共同參與，在當時醫學

院張上淳院長（現臺大副校長，TMAC主委）及當時醫學系吳明賢系主任（現臺大醫院院

長）指導下，協同醫學系及共教中心同仁及全院師生接受訪視，此次臺大醫學院也以良好

的成績通過評鑑。

成為TMAC委員，喜獲WFME認可佳音

我有幸於2018年8月被選為TMAC第7屆委員，從此對TMAC有更多的了解，也能付出更多

的心力。2018年12月，WFME認可小組派員來臺實地訪視TMAC認證程序與制度。2019年

4月，接獲WFME通知TMAC獲得認可，效期10年。

而我也在成為TMAC委員後，見證TMAC為了呼應WFME對醫教品保機構的要求，在認證

制度、認證程序、以及認證準則的持續檢討與修訂。TMAC遂在2019年成立準則修訂小

組，於2020年1月公布了修訂的認證準則 (2020版)，完成每六年一次的準則檢討工作。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迎接新的挑戰

今（2020）年1月起，新冠肺炎疫情蔓延，TMAC決定將2020年應評鑑的醫學院移至2021

年。但自今年起，教育部針對新申請設立醫學系或學士後醫學系的學校申請案，委託

TMAC進行預評估並參與審查，這對TMAC委員及訪視(審查)委員而言又是一項忙碌的新挑

戰!

總結，TMAC自2000年成立，在首任黃崑巖主委及歷任主委、執行長、委員、訪視委員、

行政同仁國良、曉平的共同努力下，的確提升我國各所醫學院的教育品質。個人有幸參與

其中，亦覺得是無上的光榮。在此TMAC 20週年時刻，謹獻上最誠摯的祝福。

2014年朱宗信教授擔任TMAC舉辦

AMEWPR諮議委員會議暨醫學教育國

際研討會主持人，圖為致贈感謝狀予

演講人Dr. Michael J. Field(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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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在精進臺灣醫學教育的這條路上

2002年的春天，在一門醫學生的通識課堂上，一位頭髮銀白的長者安靜地走進教室，坐在

後頭開始專注地聽著，我忙著在白板上標註回應學生剛剛分組討論問題的重點，學生們仍

然熱切地討論著，有兩秒的時間我的眼光飄向教室後面靜默的身影，腦袋雖閃過有被告知

那天是評鑑，但很快又回到學生不斷的提問上。

後來明白，在課堂上坐了近20分鐘聆聽課程的學者是黃崑巖教授；一些年後，知道那次是

高醫第一次接受TMAC評鑑。

跨領域學習，涉獵醫學人文教育範疇

在醫學大學任教，有著人文背景的我，在師長的鼓勵下延展觸角跨域連結。2007年在時任

高醫醫學院院長賴春生教授的帶領下，與幾位師長第一次參加歐洲醫學教育協會AMEE在

挪威的年會，開始接觸世界醫學教育學及醫學人文的多元趨勢。

經年來，逐漸跨領域學習，在高醫師長引領下一起成長。這期間也受到如賴其萬教授等臺

灣醫學教育前輩的教導，對於醫學人文領域學習產生更多的興趣。後有機會以Fulbright 

scholar身分至哈佛醫學院研習，進一步對於醫學人文之於醫學教育的內涵有更多層面的了

解。

投身醫學教育評鑑，確保良醫育成有方

2015年在學校的推薦及TMAC邀請下，加入TMAC訪視委員的行列，開始參與評鑑任務。

在訪視學校過程中，跟先進學習甚多，每一次的訪視都讓我更深入了解國內許多醫學院培

養未來醫師所投注的心力，及許多醫學教育者對強化臺灣精進全人醫療品質的醫學教育基

盤的努力。

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TMAC第七屆委員(2018年迄今)

呂佩穎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2018年成為TMAC的委員後，對於醫學教育自全觀目標至微觀的基本準則訂定與評鑑規則

有更多的學習。這兩年來，TMAC的任務加重，開會時委員們經常鉅細靡遺地對一些議題

不斷討論、審視及凝聚共識。有時下午的會延續到晚上，我總是適時趕上晚上10點前的高

鐵在半夜前回到高雄。TMAC 2018年末接受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WFME）認證，我有幸參與這過程；2019年正式通過認證，我與臺灣

醫學教育學界一起深為欣喜。

2019年初，受WFME之邀請成為該組織評鑑委員，與他國委員的開會轉為透過視訊，但訪

視國外醫學教育評鑑單位的路途更遙遠，然而卻有更多的機會了解其他國家評鑑單位，在

不同文化社會及教育脈絡下，如何對醫學院確保教育品質。也因此因緣，更深深感受到

TMAC長期努力建立醫學教育評鑑整體運作，而能符合世界標準的成就。

風行草偃，薪傳臺灣醫學教育志業

2019年WFME在韓國首爾的年會上，我受邀演講醫學人文的內涵與評鑑。時隔黃教授2003

年在哥本哈根WFME的年會報告臺灣TMAC的成就已有15年。在演講最後，我特別提到黃

崑巖教授及賴其萬教授等先進在臺灣醫學人文教育之承先。如同黃教授所引，教養如一陣

風，而君子之德如風，必能影響更多人。

18年前的課堂裡，吵雜的討論聲中，黃崑巖教授靜默專注的身影就如一陣風，輕輕的撫

過，卻深深的影響臺灣的醫學教育，在前人的巨大足跡下，我們更多的醫學教育者得以追

隨加入啓後的團隊。

謹藉此短文，晚學誠摯地感謝TMAC 20年來對臺灣醫學教育的貢獻。我何其榮幸，在這20

年中，能以不同的身分參與TMAC的活動，跟前輩一起學習。相信TMAC未來的每個20

年，都是臺灣健康照護及教育更進步的里程碑，也相信TMAC與臺灣致力於醫學教育的夥

伴們的持續貢獻，將在世界醫學教育舞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呂佩穎教授擔任WFME評鑑委員，2019
年WFME首爾世界大會(WFME World 
Conference)與WFME主席Dr. David 
Gordon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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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 TMAC學到的幾件事

林啟禎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曾任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學務副院長、國立成功大學學務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特聘教授、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董事長、TMAC第七屆委員(2018年迄今)

楔子

TMAC成立於2000年，大家都對其成立的背景與目的知之甚詳，我則是從第一手資料深

知其中的甘苦。當年黃崑巖院長已經從成大榮退，去國家衛生研究院任職，參與新建院

區，但在醫學院6樓仍留著一間辦公室，他偶而回來臺南，都會找我去指示新任務，或了

解舊任務的進度，包括傳承自黃院長的一堂課「臨床溝通演練」，與一個專欄「醫學與

人生的對話」，還有曾構思寫2本後來卻胎死腹中的書。而我也經常找他請益無論公私的

許多事，例如有一篇學術生涯中很重要卻一投就立刻被接受的論文，就請他修改過。

因此，為了去美國為臺灣醫學教育答辯，卻被評比為「不相比擬」(non-comparable)的

歷史震撼，發憤圖強而在國衛院內成立TMAC的過程，而TMAC為何如此取名與logo為何

如此設計? 對我而言，也似乎就像發生在成大的日常之事。

原本黃院長在2002年就指定時任醫學院副院長的我參與TMAC的訪視，卻因為有件準備

要到寫回憶錄才能說的插曲，到2003年才開始參與評鑑，因此到2019年前後共17年，期

間共參加26次TMAC正式評鑑與許多次由學校邀請的試評，因此幾乎不只一次去過臺灣

的所有醫學院，學習了許多各校的優勢與創新作法，衷心覺得參與TMAC真是從事醫學

教育工作生涯中最好的收穫，茲分享若干小小心得如下。

典範學習

能夠終身學習，尤其向典範學習，真是天下最美好的報酬。2003年第一個任務竟然是與

黃崑巖與黃達夫2位院長去母校臺大醫學院，參與臺大繼2001年首次評鑑未獲通過之

「追蹤訪視」，會場坐滿昔日的師長，都是醫界的泰斗，臺大是臺灣醫學教育的發源與

搖籃，對2001年評鑑所提出的待改善事項逐一答辯，而2位黃院長也逐條予以反思申

論，雙方高手過招，有機鋒也有宏觀，如坐針氈的我宛如身處華山論劍的現場，早已忘

記當天我似乎曾經開口說過甚麼話，不過醍醐灌頂倒是被打通任督二脈，所以後來每次

參加TMAC評鑑，我不只會訪視學校，也會向其他的訪視委員與學校的核心成員做典範

學習。

黃崑巖院長如沐春風的素養，可望而不可及，曾經親眼目睹TMAC面臨被評鑑校方尖銳

的挑戰時，他如何以更高的格局與理念立場令人口服心服。黃達夫院長有兼顧理想與實

務的風格，但很細膩地傾聽後輩的建言，並不吝在評論之中予以鼓勵。賴其萬教授的溫

暖內心與和煦笑容，表現在他許多充滿哲理的小故事與寓意深遠的格言。劉克明教授對

事理的詳細分析，比解剖的刀尖更加銳利，他訪評事前的準備與現場的觀察筆記可以媲

美解剖教科書。宋維村教授對人性的了解與生命的智慧令人嘆為觀止，也親眼目睹他如

何在相對強勢的校方拋出難題之後，他又是如何精彩地化解危機。

除了這幾位特別照顧我、指定我參加訪視的召集人，有許多我從他們身上偷學很多智慧

的典範，不只是委員，也有許多是受評學校的棟樑。篇幅所限，無法一一列舉，唯有在

此表達內心的感激與敬意。

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TMAC目標是理想與理念，但理想總與現實有落差。

2019年林啟禎教授(右前1)擔任陽明醫學系訪視小組副召集人與訪視小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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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文倫理博雅通識，從資源來看是永遠不足的，到底應該從資源投入、課程安排或

教育成果來看?卻很難定論。個人的領悟是「排課容易教課難，教課容易評估難，評估容

易影響難」，理想的醫學人文標準為何?豈能完美無瑕?但求無愧我心。

基礎醫學教育開始重視系統、問題導向與多元評估，但各校歷史背景不同，老師信念傳

承有別，許多委員與校方觀念相左，是尊重個別差異或應該有標準發展模式?是重視新方

法的範本或必須評估其普遍性?是個值得思省的問題。

節很多，完美無缺的案例太少，是該採高標求全責備說「魔鬼藏在細節裡」?還是要肯定

努力鼓勵改善說「春秋責於賢者」?處處充滿玄機。

鐵軌旁的小白花

臺灣的醫學院各有其歷史背景，有些在理念與資源上無懈可擊，有些則主觀意願遠勝客

觀條件，TMAC評鑑就是期許所有醫學院都往理想的目標前進。然而有些努力無法一蹴

而就，有些文化則需要更多對話與變革才能改造。我在TMAC訪視的過程，也留意到有

些基本條件與背景資源並非絕佳的醫學院，竟然也能發揮創意地發展出自己的特色，猶

如鐵軌旁竟然也能開出小白花，令人欣喜，也感到佩服。

改革沒有最後一哩路

TMAC對臺灣醫學的貢獻有目共睹，臺灣已經被美國評核comparable，並通過WFME的

評鑑單位認可。最重要的，在TMAC成立後的20年來，評鑑委員與受評單位不斷溝通對

話，在磨合中相互學習，各校的差距逐漸縮小，訓練出來的醫師在人文素養與核心能力

上水準都有提升。輔以同於1999年成立的醫策會分進合擊，在因應2003年SARS而做的

學制改革與PGY正好在2019年做出驗收，在新冠疫情上處置合宜，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臺灣醫界的整體努力與TMAC紮根的貢獻功不可沒。

然而，改革沒有最後一哩路，期許TMAC與所有醫學教育者持續共同努力，為臺灣醫學

教育更美好的未來而努力。

攜手共進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成立於2000年。20年來，
TMAC承擔評鑑及提升臺灣醫學教育品質的重任，推動臺灣醫學教育改革，並引領臺灣醫學
教育學界與國際接軌，貢獻卓著。

親身感受TMAC評鑑制度的嚴謹歷程

我在臺大醫學院及臺大醫院負責教學任務，具有醫院評鑑委員的多年經驗。自2018年獲聘為
第七屆TMAC委員，雖然實際參與醫學院校評鑑的經驗不多，但仍有許多學習，深深感佩前
輩們推動臺灣醫學教育評鑑的努力。

在TMAC的會議及教育訓練活動中，我看到評鑑條文建立的嚴謹，委員們對於條文內容，字
字斟酌，在充分討論定稿後，還要讓各醫學院校了解條文的內容、意義及評鑑標準。在評鑑

前，委員們充分準備，評鑑過程中的任務分配及評鑑後的建立共識，每一個步驟都是公正、

公平，以提升醫學教育品質為目的。

評鑑結果的認定，更是慎重，每一個發現是否足以符合該條文的判定、受評醫學院校的優點

及缺點是否被充分地表達、評鑑結果是否有助於提升醫學教育品質，是TMAC委員們考量的
重點。

培育術德兼修的良醫是醫學教育首要目標

在自己學校受評及擔任委員訪視他校的過程中，我體會到各醫學院校的不同。公立或私立、

環境及制度、師資與學生、院校對於醫學系的支持與管理、醫學系對教學醫院的溝通與監

督，每一個環節，都影響了醫學生的培育與訓練，也決定了醫師的養成。醫師是國家社會的

重要資產，是民眾健康的守護者，培育術德兼修的好醫師，是醫學教育學界的共同目標。

感謝TMAC的成立與帶領，讓臺灣各醫學院校有一致的準則，攜手共進，為培育醫師、提升
醫師尊嚴與價值而努力。

臺大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學教授、

TMAC第七屆委員（2018年迄今）   

曾芬郁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2018年曾芬郁教授(左1)擔任馬偕醫學系訪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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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TMAC與我的一段良緣

感
謝TMAC委員會邀請我以TMAC新任委員的身分來為TMAC 20週年紀念專刊撰文，

而我也藉此機會來回顧一下我與TMAC的緣分。

有幸結識醫學教育學者，蒙受莫大啟發

1998年我自美國休士頓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進修回國，適逢臺灣第一波醫學教改

的潮流，我非常感謝當時擔任陽明醫學系系主任的陳震寰教授邀請我加入陽明醫學系的

教改行列，擔任醫學系的PBL課程負責人，而也正因這個機緣，讓我結識了國內幾位令

人敬仰的醫學教育前輩，其中包括了賴其萬教授、謝博生教授、黃達夫教授、楊泮池教

授、林其和教授、張上淳教授等前輩。

這幾位對臺灣醫學教育有深遠影響的教授，也正是TMAC過去20年最重要的台柱。我從

他們身上學習到醫學教育學者最重要的精神典範，也更肯定自己要轉換專業跑道，更全

心專注在醫學教育上。

換過立場，體會評鑑意義與價值

說起我和TMAC的緣分，應該從兩方面的觀點來述說。一個是身為被評鑑學校的評鑑負

責人的觀點，一個是擔任評鑑委員的觀點。

我自美國進修回國後經歷了陽明2001、2002、2005、2007、2009、2012、2015、

2019年8次的TMAC訪查或評鑑，期間除了評鑑前日以繼夜的資料撰寫與修改、人員的溝

通與協調，還要承擔評鑑結果的檢討。憑心而論，對我的心理和生理都承受了很大的壓

力，甚或曾經有在評鑑之後必須暫時出國散心休息，修復身、心、靈狀態的紀錄。在未

擔任TMAC評鑑委員前，我常常會想，這樣耗費心力與資源的評鑑到底是幫助臺灣醫學

曾任臺北榮民總醫院教師培育中心主任

臺北榮總教學部主任、陽明醫學系教師發展中心主任、TMAC第七屆委員（2018年迄今）

楊令瑀

教育往前走，還是讓原本就已經忙碌不堪的臺灣醫界更疲於奔命，雪上加霜？

我自2012年開始擔任TMAC的訪視小組委員，過去幾年曾經參與過3次的實地評鑑。在參

與過程中，我見識到TMAC訪視的鉅細靡遺，縝密和嚴謹的流程規劃，也真正感受到

TMAC前輩們的最高道德情操。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在某大學的評鑑訪視期間，帶隊的總

召賴其萬教授忍受著肺炎、發燒的身體不適，仍然帶領我們一一地檢視每個評鑑的細

節，直到身體真的忍受不住，方才告訴我們他可能需要換手。當時以地緣性來說，當然

是就近到該校附設醫院的急診室就醫，而且相信以該院的醫療水準一定可以給予最好的

照顧。但是經過大家的討論，基於Conflict of Interest的考量，還特別安排總召到附近其

他的醫學中心去就診。雖然後來一樣獲得了很好的診治和照顧，但是這讓我見識到

TMAC師長的高情操風範，也默默地在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學習典範。

不做不會怎樣，做了很不一樣

之後我也漸漸暸解到評鑑雖然讓學校、教學醫院負擔許多人力物力，而且承受了結果好

壞的壓力，但評鑑的確讓學校和醫院加快了成長和進步，進而確保了醫學生的學習品

質。過去我參與的多是臨床教育的部分，印象比較深刻的是藉由評鑑的要求，讓各教學

醫院的住院醫師人數有顯著的改善。

我們都知道，在臨床場域中與醫學生朝暮相處的是住院醫師而不是主治醫師，所以教學

醫院必須有足夠的住院醫師才能成功地完成臨床教育。過去10年因為工時、地理環境等

等因素的影響，使得有些醫院住院醫師招募困難，而必須由主治醫師帶領專科護理師一

線照顧病人，但是在主治醫師自顧不暇的情況下，實在很難做好醫學生的臨床教育。但

是醫學教育是不能打折扣的，而也正因TMAC委員會有這樣的共識和堅持，所以教學醫

2020年楊令瑀教授(右2)小組會後於TMAC辦公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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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也不得不絞盡腦汁，改善工作的形式和樣態，讓住院醫師逐漸回流，讓醫療團隊的教

育更確實而完整，而受益的不僅是醫學生，也包含住院醫師和主治醫師。臺大郭瑞祥教

授在他的新書中曾說：「不做不會怎樣，做了很不一樣」。而這也是我在每次咬緊牙根

準備學校和醫院評鑑時勉勵自己的話。

身繫重任，為培育未來醫師做好準備

2018年我很有榮幸獲聘為TMAC第七屆委員會委員。剛開始時，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

的是能更接近評鑑的核心，瞭解評鑑的精神與精髓，而且能為臺灣的醫學教育盡一點微

薄的心力；憂的是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挑起這樣的重責大任，畢竟評鑑的結果攸關了醫學

院系的聲望和醫學生的招收。而進入TMAC擔任委員之後，真的讓我見識到臺灣醫界前

輩們做事的嚴謹態度和恪遵倫理的至高情操，而更深刻體會到是他們背後默默對醫學教

育品質的堅持，才能讓臺灣人民的健康照護品質可以持久恆長。

2019年4月，WFME在韓國首爾舉行國際會議，林其和教授受邀在大會中分享TMAC通過

W F M E認可的成功經驗。參與的過程中，我體會到臺灣的醫學教育要獲得國際的

「recognition」，必須先證明其醫學院校的評鑑認證機制是臻善而且是不斷追求品質保

證的。臺灣之所以被國際醫學教育組織認可，真的要歸功於國內醫學教育前輩的兢兢業

業與夙夜匪懈，而我們也要繼續努力，才能夠繼續維持品質，確保能培育出符合國際需

求的未來醫師。

恭賀TMAC 20年有成，期許再創新猷

今年欣逢TMAC 20週年紀念，邀請我以新任委員的身分來分享自己的所見所學，我只能

說在參與TMAC的評鑑過程當中，我可以感受到許多臺灣醫學教育學者對臺灣醫界的大

愛與深深的期許。若要維持國內的醫學教育品質，自然需要有一些不可妥協的品質要

求。然而，每個地區、國家的民情文化、醫療現況與資源各不相同，所以很難以一套標

準來試用所有的國家或醫學校院。所以如何在「異中求同」、「同中求異」的精神下，

能確保臺灣醫學教育品質，而又可以允許各校特色發展，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未來醫

師，需要更多的醫學教育學者一起思考與討論。以臺灣醫學教育界追求品質近乎苛求的

一貫精神，相信一定可以將臺灣醫學教育推上一層樓。

在此，恭賀TMAC成立20週年！也衷心地感謝為臺灣醫學教育付出的每一位教育學者。

側寫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曾任花蓮慈濟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臺灣國際醫療行動協會（iACT）秘書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助理教授

張燕娣

樹人志業．協力同心

恭喜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以下簡

稱醫評會）成立20週年！

感謝醫評會邀稿讓我分享對它的一些觀察。因為我長期在幕後參與醫評會的翻譯、新準

則制訂等活動，所以此回顧只能為「側寫」。

末學認為醫評會之成功是因為三要素：其成員（包括主任委員、委員、工作人員、評鑑

委員 ）、評鑑準則以及評鑑作業；它們如一只鼎的三足，同樣重要。本文就著重在這些

面向。

緣起

我與醫評會的關係始於千禧年，當時我與其創辦人黃崑巖教授參加臺灣醫界聯盟推動臺

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赴歐洲六國的遊說團，返國後黃教授請我協助將醫評會的評鑑準則

與其申請美國教育部「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國家委員會」（N a t i o n a 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NCFMEA）之認可文件內

容翻譯成英文。其實我並非專業的翻譯員，對許多評鑑與公文的專業用語亦不熟悉，所

以該工作對我是蠻大的負擔。但是當我了解黃教授爭取美國認可我們兩國的醫學教育是

「可相比擬」的用意，是為了使臺灣的醫學生到美國當交換學生或實習時有資格參與臨

床工作，我便硬著頭皮接下這重大任務。記得當時是排除其它工作，花了四天四夜的時

間，才將所有文件翻譯完成。後來得知黃教授赴美答辯成功，很高興自己能盡一份力。

之後我就一直為醫評會進行相關工作，直到三年前醫評會要準備申請「世界醫學教育聯

合會」（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的認可文件，因為內容超過

個人能夠翻譯的量，只好委託翻譯社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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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評會的精神：評鑑準則

醫評會2010年新準則的制訂是讓我印象深刻的經驗，我非常榮幸能夠參與其中。我很敬

佩當時的主任委員黃達夫院長對於制訂新準則的決心，他親自帶領並召集了委員賴其萬

教授、宋維村教授、劉克明教授、林其和教授組成準則修訂小組，聘請「美國醫學院評

鑑委員會」（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 LCME）的前主席Michael 

Reichgott醫師來臺，在亞都麗緻飯店提供的舒適環境中，每天朝八晚六密集地討論兩星

期：先設定目標與方向，參考與比較我們原有與美國、澳洲等國的條文和歷年評鑑所遇

到的困難，再逐一討論內容。過程中 Reichgott醫師透過其豐富的評鑑、準則制訂與行政

經驗，給予我們非常珍貴的指導，醫評會的委員和工作人員提供在臺灣的實際評鑑情

況，讓條文不至於淪為空泛的形式，而是確實可用的標準。我十分佩服主委與委員們在

他們身兼數要職中撥出寶貴時間，全心投入這項重要的工作。討論以英語進行，我的責

任是記錄其過程與內容，包括各條文的變更或移動，以利將來之參考，所以每晚在討論

結束後還要整理資料。當新準則的英文版定稿後，還多虧高雄醫學大學的教務長鍾飲文

教授在很短的時間內將其翻譯成中文，以及洪蘭教授協助潤稿。

黃崑巖教授所撰寫的第一（2000）版準則是集多項優秀範例之精髓（含美國LCME、澳

洲醫學委員會、WFME），而且因為當時國內醫學院的評鑑才剛起步，其內容較廣泛。

到第二（2013）版的準則，醫評會將臺灣醫學教育的實況與評鑑的發現納入並反映在其

準則裡，例如在私立學校與董事會的關係、醫學系與醫學院或大學的關係、醫學系主任

的權責、資源的來源、大學醫學教育需包括通識與醫學人文課程、在相關處加入性別平

等條例（如學校各委員會之組成與醫學系的課程）、強調利益衝突之迴避等。但是某些

部分是我們希望以國外的好例子當作借鏡來提升我國的醫學教育，例如學校的治理或醫

學教育目的之設定等需納入包括社區與民眾之利害關係人的意見（2013版準則1.4.1、

1.4.2、2.1.1.2等），課程需教導醫學生解決社會問題、為病人倡議及培養其社會責任

（2.3.14）以及需讓學生對自己行醫時的各種偏見有所警覺（2.3.16）。該版的準則很詳

細，有些重複（尤其各大項目有重大改變時要報備醫評會），希望是能夠指引受評單位

準備評鑑之便利。

在第三（2020）版時，醫評會有了更豐富的經驗，將一些條文整併，為每項準則更清楚

列出「認證要點」與「建議佐證資料」，把表格和敘述內容分開等等。有些普遍已被接

受的觀念或作法就沒再特別列出（例如性別平等條例與學校成員之多元性合併為2020版

的準則1.1.2）。這些反映醫評會對臺灣社會、醫學院校、醫學教育的變化之敏銳度。

醫評會之支柱：其成員

回顧醫評會的發展史，以一位晚輩與旁觀者的淺見，它是靠「推動臺灣醫學教育改革的

三劍客」（套陳永興醫師的形容詞，剛好他們是醫評會前三屆的主委）：黃崑巖教授、

黃達夫院長、賴其萬教授之領導與風範所奠定的基礎，再加上歷屆的委員以及工作人員

大家共同的合作，方能樹立醫評會在臺灣與國際的優良聲譽。三劍客的共同點為：喜歡

廣泛閱讀、博學多聞、有宏遠的國際觀、為人公正無私、對提升臺灣醫學教育品質有高

度熱忱與理想。

我在黃崑巖教授帶領遊說團時，目睹其思路敏捷、口才清晰，加上其優秀的外語能力

（英、德、日，甚至拉丁文）、對各國歷史之瞭解、優雅的風度與談吐，在拜會各國的

衛生官員、國會衛生委員會的議員以及醫學會的負責人時，如何贏得對方與陪同之我駐

外人員對他的尊敬，並且對我國的處境之理解與同理。

我有幸訪談過黃達夫院長並觀察和信醫院的教學，對他的領導能力十分佩服。他有過人

的記性，臨床判斷力絕佳。

賴其萬教授是我執行教育部「醫學人文教育核心團隊」的計畫主持人，他有極高的幽默

感，有顆好奇開放的心胸，深具內省能力，非常關心周遭的人。他完全沒有架子，所以

學生非常願意與其分享他們內心的話。賴教授充滿正能量，每當我帶著許多困擾去找

他，見到他滿臉笑容時，所有的煩惱就煙消雲散。他的身教與言教深深影響我，讓我在

遇到困境時會想：「賴教授會如何做？」以指引自己。

2006年10月13日開創與影
響TMAC發展甚深的「三劍
客」於黃達夫醫學教育促

進基金會舉辦之OSCE研討
會與Dr.Mark H. Swartz 合
照(圖右起依序為黃崑巖教
授、Dr. Swartz、黃達夫院
長、賴其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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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其和院長在擔任第六屆主委時帶領醫評會通過WFME的認可，並開始第二次準則的修

訂工作，功不可沒。

張上淳副校長於今年一月接任主委不久遇到新冠肺炎疫情，但仍能將各項繁重的事務做

好，真是超人！

除了好的領導，醫評會的運作須仰賴其委員、評鑑委員和工作人員，而醫評會這些年來

能夠延攬國內傑出人士長期參與其運作，是非常難得的。醫評會的委員都是臺灣醫學教

育界的佼佼者，有許多院長、科系主任等，他們雖然身負許多行政、教學、研究與臨床

工作，但仍願意為醫學教育評鑑出心力，令人感佩！

最後，但最重要的是醫評會的工作人員，他們每位都非常優秀盡責，一人要當好幾人

用。從醫評會初成立時的艾宇凡小姐（黃崑巖教授在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秘書）到第一位

正式人員朱宥樺先生，至分別於2005年與2014年加入至今的張曉平小姐和鄭國良先生

（還有2016年曾由評鑑中心借調一年的何佳郡小姐），我認為他們是醫評會的幕後功

臣！ 

醫評會存在的理由：評鑑作業

黃崑巖教授當初成立醫評會，其目的就是要推行國內醫學院的評鑑工作。但是外界對醫

院或醫學院評鑑普遍的看法是「擾民」、是一群「不食人間煙火」的醫界大老所訂出來

的標準，或者一些機構將評鑑視為「考試」，即除了要準備，還需多次模擬，以確保不

只能夠考過而且還要得高分！

因為與醫評會的長期之緣，讓我對它有較深入的瞭解，包括評鑑的內容、過程、結果判

定、醫評會的運作、評鑑委員的挑選和訓練等等。透過與主任委員和工作人員的溝通，

我更清楚一些條文或做法背後的原因與精神。我比較認同把評鑑當作一個檢視學校辦學

和老師教學的工具，可隨時提醒醫學院和教師如何把醫學教育做得更好。所以當我開始

教職時，我用評鑑要點協助自己進行課程的設計、教學與改進、學生的評量等。不過我

也發現有些準則我無法立即做到，例如因為學生人數多而分班上課，與其他老師開設同

一門課時卻無法授予相同的內容，原因是老師們的專長不同（2020版準則2.1.3.1，雖然

條文針對不同教學地點，但其精神在於讓學生有等同的學習經驗和評量）。我把評鑑準

則當作目標，希望未來能夠達成。

我從2018年底擔任WFME認可之英譯委員時一窺這世界級醫學教育機構如何看待與進行

評鑑作業。WFME在受理醫評會申請認可之最重要的程序即觀察醫評會的實地訪查，當

時他們派四位國外委員來臺，由醫評會的委員呂佩穎教授和我擔任翻譯（呂教授在申請

過程中也協助許多英文文件之處理）。我們在陪同WFME的委員以及他們所提出的問題

中，了解他們所關注的議題，發現他們能切中要點，並很有效率地理解一個國家的醫學

教育評鑑機構是否獨立、其標準是否合時適當、過程是否公正等。WFME 因為是監督各

國的醫學教育評鑑，所以其準則很廣，但是他們十分注重評鑑機構、準則與過程是否有

自我監測和改善的機制，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結語

臺灣醫學院評鑑從黃崑巖教授之個人理念，經過20年演變成全國與醫學教育者所認同的

品質保證，甚至受到國際肯定，是靠其主任委員的領導、委員與工作人員同心協力，並

有不斷跟上時代且適宜的準則以及透明、公正的評鑑程序。

期待醫評會在接下來的20年，能夠站在這些已有的穩固基礎更上一層樓。

2018年張燕娣助理教授(左2)、呂佩穎教授(右3)與WFME認可委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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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specific efforts have been undertaken to assure adequate and 
sufficient quality of medical education programmes, a trend now spreading globally. On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development was the imminent or observed concern about need for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reform due to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medical schools, 
many established on inadequate grounds.

Medical school capacity in the world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database the World Directory of Medical Schools (WDoMS)1, an 
amalgamation of the Avicenna Database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  
and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Database (IMED) of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AIMER), indicates that the 
number of medical schools worldwide has increased with about 80 per year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Presently, the database includes over 3200 registered operational schools.

This development is first of all explained by increase in population size and distribution, but other 
factors are operating such as growth in national wealth and higher priority of health issues, 
progress in medical sciences and services, decolonization with creation of new independent 
countries, or need for more doctors due to changed gender patterns, stronger work-load 
regulations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employment of doctors in other sectors.

Concomitantly, there have been relative growths in number of private medical schools. 

A retired specialist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haematology from Herlev University Hospital,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nmark. President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 1996-2008, and 
was later elected life-long special advisor to the Federation.

WFME Special Advisor
Dr. Hans Karle

Quality Assurance of Medical Education—
The WFME Global Programme and the Role 
of TMAC

接軌國際．攜手世界

Traditionally, medical education has been an official responsibility, although som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medical schools have been established privately on a charity or religious basis. The 
new development is a challenge in terms of risk of lowering the quality.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when privatization is accompanied with a for-profit status, meaning that medical education 
controversially becomes a trade commodity. Another trend influenc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education is the appearance in some countries of cross-border providers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for business reasons and often dissociating production of doctors from 
national manpower planning and quality control.

WFME involvement in quality aspects and reform of medical education intensified in the 1980es.  
The Edinburgh Declaration of 19882 was a cornerstone. After its main office moved to 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nmark, the Federation in 1998 launched its Programme on Global 
Standards in Medical Education.3 The purpose was to create a tool for quality improvement, 
which could be of direct assistance to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national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education of medical doctors throughout the continuum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the programme, three international taskforces were set up with members from all six 
Region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nd WFME, selected on basis of their 
expertise and with geographical coverage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The resulting trilogy of 
global standards was published in 2003, comprising standards for basic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BME), post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PME), and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medical doctors (CPD). Each set of standards are structured in nine areas 
defined as broad components in process, structure, content, outcomes/competencies, 
assessment,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areas in BME are:
• Mission and outcomes
• Educational programme

2004年Dr. Hans Karle夫婦受邀來臺考察TMAC評鑑制度，於花蓮與黃崑巖教授賢
伉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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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ssment of students
• Students
• Academic staff/Faculty
• Educational resources
• Programme evaluation
•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and
• Continuous renewal.

A total of 35 subareas are defined in the BME document as specific aspects of an area, and for 
each subarea standards are specified using two levels of attainment, i.e. basic standards (total 
106) and standards for quality development (total 90). Annotations provide clarification. The 
standards are direc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or programme level 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a 
template for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standards, thus recognizing local conditions, 
needs and priorities. The programme obtained international endorsement at the WFME World 
Congress 2003.4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me started already in 2000 and comprised pilot 
studies in various institution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nd presentation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verall, the medical education constituency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the 
programme.

From 2012, new international taskforces were established, which resulted in revision of the 
trilogy in 2015.5-7 In 2015, WFME also published recommendations on use of the BME 
standards.8 Recently, a WFME paper9 reviewed 29 published articles dealing with the practical 
use and analysis of the standards as guidelines for quality improvement, in self-evaluation and 
external evaluation, and in accreditation. It was concluded that using the WFME standards can 
be a profitable endeavour with documented impact. 

Establishment of new medical schools

Establishment of new medical schools can be the result of a well-prepared policy. However, in 
many cases the initiative has been the ambi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personal interests and even 
business purposes as driving forces. Badly managed establishment of new medical schools 
represents a risk of lower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education. To avoid unnecessary or low-
quality medical schools, the WFME in 2016 published its Criteria for establishment of a new 
medical school. Guidelines for governments, regulators and universities.10 The aim is to assist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decisions in relation to foundation of medical schools in taking 
appropriate action when initiating and implementing plans for new institutions in BME. It is 
achieved by posing questions about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planned programme design, 
location, organization and financial implications of a planned new school. A guide in using these 
criteria has recently been published.11

The WFME Accreditation Policy

The WFME Standards can either be used in institutional self-evaluation, in peer review or in a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approaches. Or they can be an instrument for national or regional 
accreditation of medical schools. From the beginning focus was on self-evaluation and external 
review. 

However,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ccreditation has now evidently been accepted as the 
golden standard procedure in quality assurance of medical education. The use of the WFME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is based on the WHO/WFME guidelines for accreditation of BME,12 
which form the basis of the WHO policy on accreditation. Accreditation is also suppor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cal Regulatory Agencies and by the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To stimulate appropriate and independent accreditation, WFME in 2014 developed a policy and 
procedure for accrediting agencies being eligible for WFME Recognition.13 Presently, 
accreditation agencies are recognized by WFME in all regions of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AIWAN Medical Education

In 2004, the WFME president received an invitation to visit Taiwan from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 the late Professor Ken-Yen Huang. The 
purpose of the visit, which took place in March 2004 was:
• to get an impression of Taiwan medical education from visiting medical schools
• to discuss the functions of TMAC on accreditation of medical schools
• to inform about the WFME global standards programme and
• to discuss and find ways of ensur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aiwan medical education. 

The visit comprised medical schools in Taipei and outside the capital and both national and 
private school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the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University, the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and Tzu Chi University.

The visit gave an opportunity to meeting with many Taiwan medical educators. A mee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was also arranged in order to discuss Taiwan relations to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ors and organizations. The visit was very well organized, also allowing opportunity for 
social and various cultural events.

The lack of full membership of the United Nations brings Taiwan in a special situation. WFME 
has expressed the view that although the Federation could not change this premise it would be 
in its interest to assure that Taiwan medical schools and medical graduates can achiev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since the quality of Taiwan medical education in general is of 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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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tandard. WFME has persistently taken this position,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verall 
mission of WFME to improve health for all peoples through high quality of medical education.

Fortunately, over the next period WFME met frequently with Taiwan medical educ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MAC. Gradually it was possible to accomplish the goal of a more vivid and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 first result was contact to the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AMEWPR) (later designed 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PAME)), one of the six regional partners of WFME. Rather soon Taiwan became an observer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from 2012 it obtained full membership. In 2014 Taiwan even hosted the 
annual AMEWPR conference in Taipei. This was an important step, because the regional 
associations of WFME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medi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assurance. 

The next question was to work for broad information about Taiwan medical schools. Until WFME 
in 2007 took ove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HO conducted international database on medical 
schools it had not been possible to include Taiwan medical schools, but when the new World 
Directory of Medical Schools (WDoMS) was opened in 2014 it was of high priority for WFME that 
all medical schools in the world offering a full programme leading to a basic medical qualification 
and recognized by the 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y could be presented. A special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was achieved, so that today interested student applicants and authorities can find 
Taiwan medical schools in the Directory.

The last step in this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was that TMAC in 2019 was recognized 
by WFME as an approved agency in accreditation of Taiwan medical schools. TMAC has even 
been asked to appoint a medical education expert as member of the WFME approving team.

Final remark

The trajectory of Taiwan Medical educ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is a story of success and prosperity. TMAC has been added as the instrument to assure 
the quality measurement dimension, and the TMAC should be congratulated in the occasion of 
its 20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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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ions to our dear colleagues at TMAC as you all celebrate your 20th anniversary. On 
behalf of the staff and faculty at the 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 (LCME), it is our 
honor to share with you some of the memories and lessons learned during our twelve-year 
relationship. As we continue to do the best we ca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so too have you raised the bar to ensure that your students have 
strong adult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nd that your citizens are cared for by high quality physicians.

I remember well when Dr. Chi-Wan Lai approached me after a presentation at the 2008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meeting and asked if the LCME would be able to help 
the 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 in its application for recognition by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NCFMEA), which determines if a 
country's accreditation agency is using standards that are comparable to those of the LCME. 
This recognition is required for US students studying medicine in one of that country's medical 
schools to receive US subsidized student loans. My respect for Chi-Wan and TMAC soared 
when I learned that there were few, if any, US medical students in Taiwanese medical schools 
and that the reason for seeking NCFMEA recognition was to ensure their own quality and to 
improve their approach to accreditation of Taiwan's medical education programs.

Thus, the partnership began with an initial visit by Dr. Barzansky, Dr. Sabalis, and me to discuss 
the LCME standards and processes. This was followed by a longer visit by Dr. Michael 
Reichgott, then chair of the LCME, who met daily with a TMAC team going over each LCME 

TMAC Remembrance

接軌國際．攜手世界

standard and discussing its intent and meaning. Drafts of documents were exchanged between 
the agencies, and Dr. Lai joined an LCME team to conduct an accreditation review and then 
returned to observe the LCME meeting that discussed the findings from that school. It was my 
privilege to host Dr. Lai on that accreditation survey visit as an observer. Although an observer's 
role is typically quite limited, I made an exception in his case because of his wisdom and 
experience and he was soon participating as fully as other team members. 

I have asked my colleagues to share their memories of their experiences with TMAC and am 
pleased to share them with you.

Barbara Barzansky, PhD, MHPE

It is a pleasure to think back over the years and consider how far TMAC has come and how 
significant that progress has been. Our initial visit was a workshop for TMAC members and staff. 
That was an introduction to many individuals who became longstanding colleagues. That 
beginning led to ongoing collaborations and contacts with current and former TMAC members 
and staff. Collaborations included a presentation at an AMEE meeting and a follow-up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from TMAC was centrally important in our research to understand such 
things as how new accrediting bodies are resourced around the world and how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are structured to ensure that important concepts in educational program quality are 
addressed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egional context. 

At this anniversary, we especially congratulate TMAC on obtaining WFME recognition. This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for TMAC and for the region.

Dr. Robert Sabalis, PhD

In addition to the hospitality shown to LCME representatives in Taipei and the evident 
competence and commitment of the TMAC staff, what impressed me most about the TMAC 

2009年TMAC舉辦醫學教育評鑑國際研討會，邀請LCME秘書長Dr. Dan Hunt(前右)、Dr. Barbara 
Barzansky(前中)及副秘書長Dr. Robert Sabalis(前左)演說並與準則修訂小組座談交流。

Dr. Dan Hunt
LCME Field Secretary

Dr. Barbara Barzansky
LCME Co-Secretary

Dr. Robert Sabalis
LCME Field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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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ort to consider LCME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as one source of information to inform the 
development of equivalent TMAC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was the precision and fearlessness 
with which TMAC leaders approached this complex task. LCME standards were first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and LCME standards were then selected and/or revised to ensure their 
appropriateness to the Taiwanese medic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The resulting draft TMAC 
standards were then translated back into English and submitted to LCME staff for review to 
ensure that they reflected both spirit and the specific intent of the respective LCME standards. In 
response to the feedback provided to TMAC staff by LCME staff regarding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final English version of the standards was then translated back into Chinese for 
use in Taiwan. This openness to collaboration and feedback and the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 
by TMAC staff remain the outstanding memory of this successful joint international effort.

Dr. Michael Reichgott, MD, PhD, Professor of Internal Medicine at the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former chair of the LCME wrote about his ten days in Taiwan helping translate and 
explain the LCME standards:

So, as much as they were learning about how we approach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tandards to give structure to medical education, I was getting an on- the-job  education about 
how local custom and social context have to be considered as we try to apply standards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country⋯.

Dr. Reichgott's observation is pivotal to the real message we wish to share with you in this 
greeting.  Shortly after Dr. Reichgott returned from his time with TMAC, he and others convinced 
the LCME that it was time to reorganize the LCME standards. While this reorganization took 
several years to both complete and introduce to US medical schools, the revised standards have 
withstood the test of time.  Seeing the standards through the eyes of TMAC helped Dr. Reichgott 
and all of us see a better way to present the complex expectations of the standards to our own 
schools and, thus, we learned more than we gave.

But it is not just about organizations working together. It is not just about improving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It is also about the people. For example, over the years, my and Dr. Chi-Wan 
Lai's travel have allowed us to sit with each other 17 times (yes, we really kept track) over meals 
and meetings; each time I have learned how better to reflect and think about issues that include 
quality improvement, but extend further to so many other venues. The thoughtfulness and care 
of all those involved in TMAC's work are remarkable. 

Congratulations and thank you, TMAC team, for all that you have accomplished and all that you 
have shared with the LCME.

The culture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medical 
education is exceptionally strong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WPR). Half of all the countries with medical 
schools in the region have well-established 
accreditation systems; this includes almost 
all the large countries, with ten or more 
medical schools; and almost all of those 
accrediting agencies have Recognition 
Status with the 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 These proportions are higher 
than in any of the other five WHO regions of the world.

Why has the region been so successful? This question is interesting to explore, and there can be 
no definite answer, but WFME experience and personal anecdote give some pointers. It is also 
reassuring: we at WFME are sometimes accused of imposing a "Western" model of accreditation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but the success of far Eastern countries in accreditation suggests that 
the model is global rather than regional in its applicability. Indeed, even the most "Western" 
country in the region, Australia, has a young accrediting agency. The 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 
(AMC) is only 35 years old. All the other accrediting agencies in the region are even younger. 
Thus, those "well-established accreditation systems" may be well-established but they are 
youthful. Compare that with the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in the UK, 162 years old.

We should attach an important rider to my comment about Australia. The AMC may be young, 
but as long ago as 1837, medicine in Van Dieman's Land (now Tasmania) was so unruly that the 

President, 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Professor David Gordon

Accredit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the 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接軌國際．攜手世界

2019年1月9-12日林其和主委、張上淳執行長、楊仁宏委員於
WPAME-APMEC會議與WFME主席Professor David Gordon 
(右2)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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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parliament passed laws to try and control medical practice there: but this was legislation 
to curb pirate doctors, not a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he use of "WFME experience and personal anecdote" highlights three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 
WPR accrediting agencies that have been early applicants to the WFME programme.

The first is that they were all driven and led from the start by the profession, both by doctors in 
practice and by medical schools and medical associations. This matters, because the best 
expertise leads to the best outcomes. Also, a profession-led organisation can have influence and 
acceptance within the relevant community that a system imposed by government cannot match.

Second, every one of the WPR accrediting agencies with Recognition Status from WFME was 
developed using intense and prolonged consultation with the worldwide medical education 
community. We at WFME were very pleased to be part of that consultation, not just in Taiwan but 
also in Korea, Japan and elsewhere. Twenty years ago, my predecessor Dr. Hans Karle was 
frequently in Taipei, Seoul, Tokyo, and Beijing and his wisdom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efficiency of the accrediting agencies that developed.

Third, although we all recognise the stimulus give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ccreditation of 
medical schools by the policies of ECFMG (th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s) in the USA, that was only a small stimulus to the WPR countries, some of whom 
send relatively few doctors to study or work in the USA. Far more important has been the 
stimulus for local improvements in medical schools. A well-structured and functioning accrediting 
agency is a powerful stimulus to improve medical education. This means better doctors, better 
able to serve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Accreditation is clearly a "good thing," but is there any way in which it can do harm? This can be 
illustrated by considering some of the outcomes of the Flexner report.

Abraham Flexner's report (1910) was not any kind of formal accreditation of the medical schools 
he studied–all of the medical schools of the USA and Canada at that time. It was a personal 
assessment. However, many of the medical schools he visited were so very poor that it was self-
evident that they should close. But as a personal assessment, it allowed him to state his 
personal view on the nature of medical education.

He believed that "education must be scientific"–but what did he mean by science? He 
commended the example of the medical school of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n Baltimore, 
which had a strictly science-based curriculum. Anatomy, physiology, biochemistry, pharmacology 
and so on were to be included, but there was little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learn medical 
sociology, anthropology, ethics, medical jurisprudence and so on. Clinical studies were in the 
teaching hospital with little or no clinical experience in the community or in primary care. There 
was no occasion for a medical school to develop a curriculum with any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sciences with clinical studies: integrated curricula may or may not be useful, but completely to 
stifle their development was a pity. Therefore, Flexner created the structure of medical education 
as we have generally known it fo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The structures of medical education do 
not need to change all the time, but there should be the option of flexibility.

Secondly, Flexner's entirely worthy emphasis on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meant that some 
medical schools were lost that maybe should be been improved and saved.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to study medicine were reduced, and took time to recover. More long-lasting was the 
effect on educational prospects for students from ethnic minorities. At the time, American 
universities were largely segregated, and there had been seven medical schools primarily for 
black students. As a result of the Flexner report, five of them closed, and many black students 
who would have been well suited to study medicine were denied the prospect.

Therefore, accreditation (or an accreditation-like process such as Flexner's report) can have 
unintended negative outcomes. The lesson for today is that our standards for medical education, 
and our accreditation processes, must be suitably flexible and alert to the way in which medical 
education will develop.

WFME has greatly valued its association with TMAC from the earliest days. We have learned a 
great deal, and the lessons help in everything we do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We have to be 
careful. Now that WFME has developed a role as a regulator for accredit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avoid any possible conflict of interest, or even a perception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We remain very 
pleased to provide advi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any accrediting agency, but 
we must avoid anything that would relate to an application from the agency for WFME 
recognition.

Finally, a political point. Medical education, and particularly quality improvement in medical 
education, often transcends national borders. WFME works for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n 
January 2020, we were in an accreditation meeting in Washington DC where joint working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was discussed, cordially, over the coffee, between delegates from the 
two countries. We look 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medical school in Simferopol (Crimea) in the 
official directory despite the ambiguou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of Crimea. In our recent internet 
seminar,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dialogues was between a participant from Israel and one 
from Iran. We have links to the medical school in the capital of Moldova–but also look at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medical school in Tiraspol, the city in the unrecognised breakaway region of 
Moldova, Transdniestria.

TMAC, as a leader in accredit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able to talk across border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Despite the positive information on accreditation in the WPR quoted 
above, there are still medium-sized countries without a secure accreditation system. Our next 
challenge is to help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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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unate is the word that comes to mind when I reminisce how I came across TMAC and 
Professor Chi Wan Lai's profile in 2009. Seeing his million-dollar smile on the TMAC website, I 
invited him to speak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symposium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school 
accreditation in South Korea. Only did I find out much later that Malaysia, South Korea, and 
Taiwan have been developing accreditation systems for respective medical schools since 1998 
without knowledge of each other. In November 18, 2009, Professor Lai presented "Experiences 
of Accreditation on 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during the aforementioned meeting, which 
impressed the Korean educators and awakened them to the urgency and significance of 
establishing a medical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system in Korea to medical educators in the 
audience. At the time, the purpose of medical accreditation was to ensure quality medical 
education despite the government push for increase in number of medical schools without 
consideration for quality. 

AMEWPR and TMAC

I met Professor Lai in Tokyo, Japan 2010 at the advisory meeting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Western Pacific Region. I was elected as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AMEWPR at that 
time, and Dr. Lai and Dr. Keh-min Liu attended the meeting alongside two professors as 
observers from TMAC. I had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serve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Korean 

Vic Pesident, 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Professor Emeritus, Korea University

Dr. Ducksun AHN(安德宣)

Memoir of T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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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KIMEE), the national medical school accreditation 
agency of South Korea, in February 2010, and AMEWPR, and Korean Society of Medical 
Education (KSME) concurrently in 2010, and I came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delineations that 
exist in Western Pacific region. The geographic division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re 
the legacy of the Cold War; and such anachronistic barriers were neither appropriate nor helpful 
to advancing medical education. Such forces were on display when Taiwan appealed to become 
a member following the advisory board meeting in Seoul in 2011. The main topic of 2011 
AMEWPR was the improvement the member countries within the region have made in regards to 
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 in recent decades. During my presidency, many collaborative 
projects amo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ccurred that involved TMAC. A delegate from TMAC 
participated in an external evaluation for Mongolian 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 consultative visit 
to the Oceanian Medical University of Samoa; and consultative visits to Vietnam. TMAC has sent 
strong delegations to AMEWPR (then known as WPAME) and shown exemplary leadership. Its 
strength was well reflected in its entrance into AMEWPR following the 2011 advisory board 
meeting despite the 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numerous discussions that occurred in 
WFME and AMEWPR.

TMAC and KIMEE Partnership

KIMEE and TMAC has built a strong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which has been extended into the 
skill assessment of national licensing examination where parties visit to each other's licensing 

2014年AMEWPR主席Professor Ducksun Ahn參加於臺北舉辦的AMEWPR 
Advisory Board Meeting and Medical Education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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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processes to expand their views on clinical skill assessment as a part of the 
licensing examination. After my initial encounter with Professor Lai, I had the pleasure to visit 
Taiwan more than 10 times by invitation for keynote presentation. It was truly my great honor that 
I had 4 consecutive invitations from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of knowledge 
has not been one sided. The professors from Taiwan has provided Korean audience with 
precious memorial lectures dur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conference 
in Korea, and the extensiv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scholars have nurtured even closer 
friendship among leaders in medical education space in both nations. I am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had the chance to know individuals from TMAC and cultivate this great 
nation-to-nation exchange.

WFME Recognition of Accrediting Agency

WFME recognized the KIMEE as the national accrediting agency of South Korea in 2016. To be 
able to conduct the self-evaluation for the recognition process by WFME, KIMEE has learned a 
tremendous amount from benchmarking TMAC. TMAC had official recognition from NCFMEA 
earlier, and shared best practices through the active academic exchange. Korean educators 
were able to gleam how to prepare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for the WFME recognition process, 
and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TMAC for how indebted KIMEE is to TMAC 
for its generous sharing its precious, hard-won experience.

My Impression on the 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It is more than just a privilege that I had such a great opportunities to visit many medical schools 
in Taiwan. My postgraduate training and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s were done in 
Canada, USA, Australia, and Europe. However, these multiple visits to Taiwan enlightened me 
more than any of my academic 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on the sociocultural and historical legacy 
in medical education. Some practices in medical education are easy to implement, but some are 
not so because of different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The cultural 
proximity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is a good example: even within the two cultures that 
are relatively similar due to geographical proximity, notable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practices 
exist. The pursuit for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for Taiwanese medical school is broad 
and fast, and senior medical educators in Taiwan lead the community in the global arena. The 
level of English spoken in medical school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average Korean medical 
school. These strengths result in Taiwanese delegation to be a standout among many whenever 

they attend large medic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s, and I must commend the ability of Taiwan to 
push its students and educators to be the benchmark for the best case.

Medical Humanities and Professionalism

Something I find strikingly similar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is the need for medical 
humanitie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education. I was enthused when I discovered Taiwan and 
South Korea individually arrived at the need for humanitie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medical 
education almost concurrently with little knowledge of each other. The strong consensus for the 
need of said topics in medical education in South Korea led KIMEE to initia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tandard for both areas, resulting in integration into medical school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in 2012. Professor Lai visited South Korea to update the status of Taiwan's 
development on the topic. Medical humanities and professionalism remains as a field to observe 
in both countries, as 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ll surely generate wealth of information 
for both nations to exchange and discuss.

Future

South Korea launched the first official medical school program evaluation for medical schools in 
2000. A small committee studied and developed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and piloted the 
programs for the 10 newly established medical schools in 1999 before the rollout. KIMEE 
celebrated 20th anniversary of medical school accreditation last year, and it is great to see 
TMAC celebrating its 20th. As a former president of KIMEE, I thank and congratulate TMAC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as a close partner and a neighboring organization on this landmark 
occasion. On behalf of all South Korean medical educators, I wish TMAC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As I wrote above, TMAC has shaped medical education and its 
future multiple times with its leadership and generosity, and I cannot stress how foundational and 
important its practices have been in developing accreditation practices. KIMEE and TMAC will 
have a great future together to lead global trans-innovation if we keep up such vigorous 
exchange of ideas, information, and people in the Confucian book road. Congratulations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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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as been 20 years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Taiwan Medical Education Council (TMAC). Over 
this time, TMAC has accomplished numerous of its objectives and, through its accreditation 
efforts, raised the quality of care available in Taiwan. The work done there can serve as a model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a national accreditation process and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explore 
TMAC's history of success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model of change management that can be 
applied in other settings. 

There are many models of change management and they have in common three phases: 1) 
preparation for the change, 2)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ange, and 3) consolidation or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change.1 Although they differ in their specifics, the ADKAR model 
provides a useful framework for consi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MAC.2 ADKAR is the acronym 
for the five steps of the model, which are intended to be taken in sequence: Awareness of the 
need for change, Desire to support the change, Knowledge of how to change, Ability to make the 
change, and Reinforcement for making the change.3 The history of TMAC illustrates each of 
these steps and it may be useful context as other organizations seek to create accreditation 
processes.

Awareness

For Taiwan, th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an accreditation process can be found in its 
applic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NCFMEA). NCFMEA evaluates the standards of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Emeritus, Found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r. John Norcini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 
Medical Education Council: A Model for 
Change

President and CEO of FAIMER (2002-2019)

接軌國際．攜手世界

medical schools for purposes of determining whether students are eligible for a US loan 
program.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s (WFME) 
Recognition program, NCFMEA acknowledgement was also used by some as a marker of the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systems. 

When Taiwan applied for recognition from NCFMEA in 1998, the medical education system was 
deemed "non-comparable" to its US counterpart.3,4 This action wa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aiwan did not have an independent accrediting body, that it had no regular accreditation cycles, 
and there was no clear documentation of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This decision heightened the 
awareness of accreditation in Taiwan. 

Desire

The awareness created by the NCFMEA decision, led to meetings between the Taiw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conference of medical college deans to determine how to proceed. These 
bodies reached consensus that Taiwan should have its own accreditation process. To that end, 
TMAC was created by the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Establishment Act draft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Accreditation Committee on August 25, 1999. 

The goals of TMAC are to ensure that medical school graduates can provide basic care to 
patients and that medical education continually improves. Its key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procedures and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the conduct of on-site visits, and 
writing reports based on those visits. It also maintains contact and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agencies.

2009年TMAC舉辦美國與臺灣醫學教
育暨評鑑國際研討會邀請 FAIMER 
主席Dr. John Norcini 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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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Given th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accreditation, the desire to move forward, and the 
vehicle for doing so (i.e., TMAC) the next step was the acquisition of the knowledge needed for 
success. TMAC developed this knowledge by 1) reliance on local expertise, 2) learning from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who had successful accreditation processes, and 3) learning through 
experience. 

◆ Reliance on local expertise. The centerpiece of gathering knowledge to drive change is 
finding the right people.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motivated and knowledgeable contributors who 
are a respected part of the community. They bring not only their expertise, but they act to 
contextualize the knowledge obtained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members of TMAC have 
been drawn from the medical education leadership in Taiwan and each serves three-year 
terms. The members include a chairperson and a chief education director. 

 Throughout its history, TMAC has been fortunate to have had outstanding members. The 
initial effort was led by Professor Kun-Yen Huang and was supported by ten medical 
education experts and scholars. It is currently led by Professor Shan-Chwen Chang, who is 
supported by twelve members including the CEO Professor Jen-Hung Yang.

◆ Learning from others. Throughout its history, TMAC has looked to other organizations with 
knowledge of accreditation. For example, when drafting its initial standards, TMAC gathered 
the work done in this area by the 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 (AMC), the Liaison Council for 
Medical Education (LCME), and WFME. This process inform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ndards while ensuring that the final product was appropriate to Taiwan.

 TMAC also sought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s for the process of accreditati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essor Chi-Wan Lai, contact was made with the LCME.4 He and 
another TMAC Council member, Professor Keh-Ming Liu were invited to attend LCME 
workshops for Site Surveyors and Team Secretaries. They also participated in a Town Hall 
meeting conducted during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Finally, there were exchanges with the LCME secretaries as well as LCME 
Committee members. Again,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in these exchanges informed TMAC 
activities but ensured the relevance of the final decisions to the needs of Taiwan.

◆ Learning through experience. The periodic review and revision of the TMAC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serves as an example of learning through experience. As noted above, the initial 
standards were drafted in the presence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AMC, the LCME, and the 
WFME. Over time, and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gathered through their application, the 
standards were revised in 2009 and 2019. 

 Before implementation, a rigorous process was undertaken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final 
product. Experience with the standards was used to develop a first draft. These new 
standards were shared with representatives and leaders of all the medical schools in Taiwan 
to gather their input. Likewise, feedback was sought from faculty membe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tudent union. Preliminary standards were piloted during site visits with 
input being used to make modifications. Finally, seminars were held prior to implementation. 
This process ensured that the new standards were appropriate and had the input of 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process.

Ability

Through its twenty-year history, TMAC has demonstrated the ability to conduct a full and high-
quality accreditation process for all the medical schools in Taiwan. It has created a set of 
standards as described above and then revised them twice. It has also created and carried out 
the overall accreditation process including site visits, identification of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ose 
associated with TMAC, a training program for the members and surveyors, categories of 
accreditation decisions, and the policies that govern the conduct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xample, all those associated with TMAC undergo training when they take on a role with the 
organization. New members of TMAC receive an orientation session that includes 1) the history 
of TMAC, 2) a review of the accreditation process, procedures, and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and 3) their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Members of the survey team must attend a 
workshop where they review the proces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site visit, their code of ethics, 
the standards, and report writing. They also participate in group discussions about reaching 
consensus on decisions concerning compliance. Both groups attend a symposium where they 
learn about accredit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understand its role in global medical education, and 
discuss way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system.

Reinforcement

To ensure that any change becomes permanent, it is important that it be reinforced and 
validated. Of utility in this regard is an external and rigorous quality control review. Two years 
after it began its work (2002), TMAC was reviewed again by NCFMEA.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eemed that 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was comparable to that in the US for 
purposes of its loan programs. TMAC was reviewed twice more by NCFMEA since then (2009 
and 2017) and it has maintained its status. 

In 2018, TMAC applied for Recognition by the WFME. This program offers a transpar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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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orous review of accrediting bod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ensures that they are operating at 
international and high standards. In April of 2019, TMAC was awarded Recognition status by 
WFME for ten years.

Summary

It is daunting task to implement a change as substantial and important as medical school 
accreditation. There is reluctance from a variety of stakeholders and several obstacles to 
overcome. The success of TMAC is based on the steps it took to achieve its goals and those 
conform closely to the sequence of activities presented in the ADKAR model of change. The 
advantage of this simple model is that it lays out a roadmap for the journey and identifies specific 
activities that lead to success. Moreover, it helps to identify gaps in the process that require 
attention. 

In the case of TMAC, awareness of the need for change came from the NCFMEA decision in 
1998 that Taiwan's medical education system was not comparable to its US counterpart. This 
produced the desire for change, which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MAC. TMAC then developed the 
knowledge needed to run an accreditation process. It formed and refined this knowledge by 
relying on local expertise and learning from others and experience. From this came the ability to 
offer an excellent accreditation process which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care available to patients in 
Taiwan. Finally, this success was reinforced through recognition of the process from NCFMEA 
and WFME.

There are many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seeking to establish accreditation processes in 
their region. The ADKAR model and the TMAC experience might serve as useful examples as 
they take this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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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PAME, formerly the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AMEWPR) is the regional division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concerned with the support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of WHO. This report outlin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WPAME and TMAC, and is submitt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MAC in 2020.

Early History

The 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 was established on August 25, 1999 by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Establishment Act which was develop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NHRI) Accreditation Committee. Before TMAC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close contact was made with the 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 to gain insight and advice in 
developing a suitable structure and set of procedures for the new independent medical education 
accrediting body being established by the Taiw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s part of this contact, 
the founding figure of TMAC, Professor Kun-Yen Huang of the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Taiwan, participated as an observer in an assessment visit of an Australian medical 
school conducted by the AMC.

Subsequently, in the lead-up to the inauguration of TMAC in 2000, the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of 
the AMC were one of the three international models used by TMAC in developing its own first set 
of standards, the others being the LCM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Standards for 
Basic Medical Education of the WFME itself.

Dr. Michael Field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WPAME

Dr. Dujeepa Samarasekera
President, WPAME

Dr. Pete Ellis
Vice-President, WPAME

TMAC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A Submission from the 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Executive Committee

接軌國際．攜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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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se links, and in other ways, the emergence of TMAC was closely tied to the activities 
of a leading authority in the medical school accreditation field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Regional Contribution
As the activities of WPAME (then known as AMEWPR) increased in pace and scop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Taiwanese delegates played a strong and consistent part in the 
programs of the organisation. Commencing in 2008, Taiwan was represented at Advisory Board 
discussions in all of the bi-annual (later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this included the 
meetings held under the presidency of Professor Toshimasa Yoshioka of Japan (2006-2010), 
Professor Ducksun Ahn of Korea (2010-2014), Michael Field of Australia (22014-2018), and the 
current president Dujeepa Samarasekera of Singapore (2018-present).

The first delegate from Taiwan was Prof Chi-Wan Lai, who attended the AMEWPR meeting held 
in Tokyo in 2008, on behalf of Prof Kun-Yen Huang. Professor Lai and Prof Keh-Min Liu were 
regularly in attendance at subsequent meetings, frequently contributing to the discussion at 
Board meetings, and on occasion giving presentations on the state of Taiwanese medical 
education, and its accreditation by TMAC.

A particularly memorable annual meeting was that held in 2014 when the AMEWPR meeting was 
held in Taipei in conjunction with a major Medical Education Conference. This large meeting was 
hosted by TMAC and co-organised by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TAME), and 
was expanded to invite members of another WFME affiliate organisation, the South East Asian 
Reg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SEARAME). A wide range of regional and global 
issues in medical education standards were discussed by many local and invited speakers.

Another valued contribution made by Taiwan delegates and TMAC was to provide members for 
the “external evaluation” teams put together by AMEWPR/WPAME to assist medical schools 
and countri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ountries wishing to test their medical education against the 
global standards of the WFME. In 2011, Keh-Min Liu was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team put 
together by AMEWPR which evaluated the education program of the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ongolia during a visit to Ulan Bataar, and in 2015, Chi-Wan Lai joined the international team 
in the dual accreditation exercise at the Korea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in Seoul, involving 

parallel assessments by both AMEWPR using WFME standards, and by the Korean Institute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KIMEE) using their own national standards.

TMAC also made a valuable submission to a survey conducted by AMEWPR in 2015, on behalf 
of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al Office of WHO, assessing the state of Ethics and 
Professionalism education in medical schools across the region. This involved Prof Lai 
canvass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responses of numerous national educators in the medical 
humanities.

Subsequent Taiwanese delegates to WPAME meetings have included Prof Chyi-her Lin, Dr 
Shan-Chwen Chang, and Dr Jen-Hung Ya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recent times TMAC has collaborated with WPAME by inviting the organisation to share best 
practices and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ctivities at several meetings held in 2018 and 2019 at 
conferences in Taipei and Hualiang. 

TMAC achieved a major milestone in 2019 by obtaining the full recognition status by WFME for 
ten years. This recognised TMAC’s capabilities of conducting an independent and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standards at Taiwan Medical Schools. By incorporating these processes TMAC will 
assist in ensuring patient safety through competent practising doctors as well as promote best 
evidence educational practices in medical schools. Our organisations will collaborate in the 
future to get TMAC involved in promoting good practices in the region through sharing of their 
expertise and wisdom.

2014年AMEWPR Advisory Board Meeting in Taipei (Members from right to left: Paul Martin Sali, Phi Van  
Than, Meyoung-Kon Kim, Chi-Wan Lai, AlbertoB. Roxas, Dujeepa D. samarasekera (sixth from the right), 
Alfartta Luisa T. Reyes, Stafan C. Lindgren, Ducksun Ahn, Michael Field (eighth from the left), Nabishah 
Mohammed, Tserenkhuu Lkhagvasuren, Xian Wang, Nobutaro Ban, Pete Ellis (third from the left), Keh-Min 
Liu, Hirotaka On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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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Nobuo Nara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 on its 20th anniversary 
of accreditation in Taiwan!!

The major mission of medical school is to promote qualified physicians to protect and enhance 
public health. To meet this miss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improve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medical schools, residency programs and specialty training are very important. TMAC started to 
evaluate medical schools 20 years ago and awarded recognition status by the 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 in April 2019.

In Japan, responding to the announcement by ECFMG in 2010, we organized a committee in the 
Association of Japan Medical Colleges in order to develop an accreditation system in November 
2011. As a delegate of the committee, we visited Taipei in November 2012 to learn the 
accreditation process by TMAC. Professor Chi-Wan Lai, Professor Chyi-Her Charles Lin, 

Executive Director, Japan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Medical Education, JACME

A Message for TMAC

Professor Keh-Min Liu, and many other colleagues kindly showed me the beautiful system of 
accreditation for medical schools by TMAC. This experience was very helpful for us to establish 
Japan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Medical Education, JACME in December 2015. JACME has also 
been recognized by WFME since March 2017. We appreciate TMAC for its sincere cooperation.

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continued contact with TMAC, working for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not only in the East Asia and also in the world.

2012年11月16日日本醫學教育評鑑機構(JACME)來訪交流(右4為Dr. Nara, 右6為Professor Toshiya Suz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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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ving
the Best

以國際評鑑標準確立認證的專業性

用嚴謹規章制度確保認證的公正性

循委員訓練制度落實認證的客觀性

贏得美國教育部 NCFMEA的認可

更獲得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FME的肯定

TMAC追求臺灣醫學教育卓越，有目共睹

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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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C與陽明與我

1996年11月，我正在美國約翰霍浦金斯醫院心臟科進行臨床研究，一通來自臺灣的長途

電話改變了我的一生。

時任陽明醫學系系主任的張茂松教授計劃參訪美國的哈佛醫學院以及約翰霍浦金斯醫學

院教改的成果，作為陽明改進醫學教育的參考，我全程陪同，因而對PBL問題導向小組

教學有了初步的認識；1997年7月，我剛從美國約翰霍浦金斯醫院進修回國，滿腦子想

的都是如何在北榮心臟科建立血流動力學研究室，以延續我在美國的研發成果，沒想到

回國不到2個星期，就被指名參加才剛於成立不久（1997年6月23日）的臺北榮民總醫院

教改小組，1998年11月25日也奉命在陽明醫學系成立了教改小組，從此全程參與了1996

至2020這連續24年陽明醫學教育改進的歷史工程，也同時參與了TMAC對陽明醫學系的

所有評鑑，見證了陽明教改與TMAC如何互相影響的過程。

在陽明醫學系與TMAC結下良緣

TMAC於2000年9月正式成立，並於2001年起展開評鑑訪視工作。陽明醫學系於2001、

2002、2005、2007、2009、2012、2015以及2019年接受了TMAC總共8次的全面評鑑

及追蹤訪視。本人也有機會擔任TMAC訪評委員，參與臺北醫學大學（2002）以及成功

大學醫學系（2005）的實地訪視；2012年8月1日起，本人受聘為TMAC委員，並以

TMAC委員的身分參與了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2012）、慈濟大學醫學系（2014）、輔

仁大學醫學系（2017）、臺灣大學醫學系（2017）、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2018）以及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2018）的評鑑。

曾任TMAC第五~六屆委員（2012~2018）、陽明大學醫學系系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院長、TMAC 第七屆委員 (2018年迄今)

陳震寰

2016年加入TMAC-WFME認可準備小組，二年後正式接受WFME實地訪視TMAC中國醫

藥大學醫學系（2018）全面訪視的過程，我正好擔任訪評小組的召集委員，最後TMAC

順利通過了WFME的認可。本人並於2019年加入TMAC醫學教育品質認證準則暨自評修

訂小組，順利完成了每六年一次的準則及自評表的修訂，因此，我對於TMAC，有很深

的認知和情感。

TMAC首次評鑑激勵陽明醫學系持續精進

2001年4月16-19日，陽明醫學系首次接受TMAC 四天的全面評鑑，當時，我擔任醫學系

副主任，承接推動教改的任務，剛結束參訪美國密蘇里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的PBL新課

程，正在籌備全新的一至七年級新課程，在這關鍵適時地經歷了TMAC嚴謹而慎重的評

鑑，委員們提供的建議中肯且確實，讓陽明大學以及臺北榮總的主管們更加重視醫學教

育，並且願意爭取並投注更多的資源給醫學系，獲益良多！

評鑑報告書中最重要的三項建議包括：

（一） 醫學院的使命（mission）的重新界定：由於時空的改變，原來建院時為偏郷服務

的使命似已與現況脫節，由於使命界定有矛盾，引起師生不少困擾及挫折感而不

能同心協力的朝同一目標努力，甚為可惜，因此亟需重新界定本院的使命。

2001年4月16-19日，陽明醫學系首次接受TMAC 4天的全面評鑑，訪視小組與學校教師主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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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正醫學院的組織架構：陽明醫學院在升格為大學的過程中，將所有基礎學科系

歸屬於新設立的生命科學院。因此，陽大醫學院內，事實上，可以說沒有基礎醫

學科系，所以，在醫學系的基礎教學方面，醫學院院長就沒有全權主導的權利。

（三） 改善與榮民總醫院的關係：由於陽明醫學院的臨床教學全賴榮民總醫院，而兩院

各隸屬不同系統，因而引起不少不利於教學的問題，更遑論營造優良的學習環

境。兩院領導階層如何在行政上相互調適，實在需要高度的智慧，而這確實正是

陽明大學醫學院院長、校長及副校長與榮民總院院長最優先應該解決的要務。

評鑑報告書的最後決議是：「有條件通過（accredited, conditional）陽明大學醫學院之

評鑑，建議於一年後再訪視其行政架構的調整，以及問題導向教學和門診教學的改

進。」

這三項中肯精準的建議，成為陽明醫學系近20年持續提升醫學教育品質的重要指導方

針，而「有條件通過（accredited, conditional）」這個決議，也成為醫學系向校內外爭

取資源努力辦學的重要籌碼和動力！

歷年評鑑及訪視見證陽明投入教改的蛻變

2002年8月9日，1天的追蹤訪視，陽明大學除了報告持續推動教改的成效，並成立了當

年領先全國的書田外科技術訓練中心以及臨床技術訓練中心，同時在學校的支持下，成

功調整組織架構，將原隸屬生命科學院的6個學科和4個研究所回歸醫學院，使醫學院呈

現臨床醫學群、基礎醫學群和公衛學群三角鼎立的新架構。本次陽明追蹤訪視經三位委

員討論後一致評定：「通過，惟一年後請該院對本次追蹤訪視之意見提出改進之書面說

明」。

2005年10月6日，1天的追蹤訪視，訪評委員們看到了陽明推動教改確實有其特色和創

新，2002年9月入學的醫學系新生，開始接受全新的課程，新課程的使命是：「培養具

仁心仁術、終身學習、視野寬廣、關懷社會及多元發展潛力之醫師」，課程設計包括第

一年和第二年的醫預課程，第三年和第四年的PBL基礎臨床整合課程，第五年和第六年

的核心實習訓練（clerkship），以及第七年的實習訓練（internship）。委員們發現，陽

明醫學系在設計二年醫預科、基礎與臨床整合、hands-on 的臨床實習，以及「醫師科學

家計畫」均頗為用心，但也很遺憾地發現，委員們所訪談到的學生均為高年級生，他們

並未受到教改的洗禮，所以這次訪視，尚無法經由與這些學生的接觸及觀點整體看出陽

明教改的成效。最後的結論是：「通過。明年度（2007年）於TMAC執行教育部醫學教

育改進計畫中程目標評鑑時，請對高年級生待改進之處提出書面報告，TMAC並將再對

本次評鑑之各項建議進行評估。」

2009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陽明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接受TMAC進行二天的醫學教育改

進計畫遠程目標暨追蹤評鑑，委員們發現創校初始所招收的醫學生100 %為公費生，至

2009年所招收的學生則99 %是自費生，由此可反映出其創院的使命因時代與社會的需求

而有所改變。

自2005-2009這2次訪視間，陽明經歷了下列幾個重要的里程碑，陽明醫學院在宜蘭的新

附設醫院開始接受醫學生實習，主要附設醫院（臺北榮總）正值新任院長等行政主管上

任初期，醫學院臨床學科與醫院科部主管分別獨立存在，以及醫學系臨床學科架構重

整。然而，過去幾年的許多重大改變，是否真的能達到學校改進教學的目標，學生的成

長是否也能跟得上腳步甚至認同這些改變？這些是每個從事醫學教育者必須檢討反省

的。

委員們也觀察到，由於臺北榮總臨床業務量繁重，醫師以服務病人為第一要務，無法配

合學校的教學要求。過去北榮臨床科部主任與醫學系學科主任由同一主管擔任，如今可

能由於醫院科部主任難以配合醫學系學科事務/學務，於是，在醫學院另設5位學科主

任，分別執掌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與一般醫學科，醫學系學科主任固然也是醫

院中的主治醫師，但其職位/職權乃低於醫院臨床科部主任，令人懷疑學科主任的使命能

否在臨床科部貫徹。另設學科或許可以解決學科事務之急，但將失去因主管統籌學校與

醫院兩方人/事務，而得以密切合作的優勢。學校與醫院之主要科部主管如今分別獨立，

其醫學教育的縱向聯結，與教育理念的貫徹需被密切追蹤。委員們決議「通過」至2012

年12月31日，於2012年進行全面評鑑。

2002年陽明醫學評鑑，圖左至右為
TMAC評鑑委員黃崑巖教授、陳定
信教授、黃伯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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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訪評委員看到了陽明醫學院與榮民總醫院各隸屬不同系統的潛在問題，榮陽的

關係若不改變，將不利於臨床教學。

2012年11月5-8日，此次評鑑為距上次評鑑通過七年後的第二次全面評鑑。陽明大學近幾

年在學術研究有優異的成果表現，除了獲得教育部5年500億與頂尖大學的獎勵外，學校

的定位，領導階層的遠見與師生及行政人員的努力付出，皆扮演重要的角色。委員們發

現，教育使命的定位（理想）與當前學生的志向仍有落差，宜參考當前統計呈現之數據

（現實）而省思落差的原因，具體而言，2002年開始的新課程三大新使命包括80%為具

「國際競爭力」的醫學，何謂「具有國際競爭力」？如何定義？效標為何？若無法舉

證，恐流為美麗的口號。雖然在2012年，陽明大學醫學院和臺北榮總醫院關係比四年前

進步多了，但建議床邊教學仍需要澈底地改善，且將床邊教學查房與工作查房（work 

round）做區隔。

評鑑結果決議：「通過」，但須於2014年下半年以相關的新制準則追蹤建議改進情形。

2015 年11 月12-13日，為期二天的追蹤訪視中，委員們發現陽明大學這些年的教學有兩

項特色：一、課程的發展有不錯的規劃機制，而且收集、紀錄討論的資料相當完整，較

缺乏的是整體成效分析。未來如果能引進教育專家來分析這些資料，對於設計符合臺灣

學生需求的教育方案必定會更為合理。二、以培養醫師科學家為指標，所發展的相關課

程、行政協助、獎勵已經累積不少經驗。而且進一步在2015 年招收醫師科學家學程（B

組）。未來，如何與教學醫院合作，協助醫師科學家的職涯發展，宜有完整的規劃及配

套措施，以免浪費人才。

評鑑結果：通過，於2019 年進行全面評鑑。

2019年12月23-26日，此次評鑑為陽明醫學系第3屆全面評鑑。委員們看見陽明醫學系獲

得校方的支持，整合校內所有相關教學資源與外在學術單位與醫療單位，提供了完善課

程與全人觀環境以培養學生國際觀，辦學成效也在學生晤談中得到肯定，但委員們對醫

學系如何評估醫師是否具有「國際競爭力」仍有疑慮，也發現，陽明大學醫學院與主要

臨床訓練場所榮民總醫院（北、中、高）分屬2個體系：教育部及退輔會，兩者間無從屬

關係，且醫學系專任教師容額有限，醫學系主任難有充分權力保證適量的專任教師以達

到醫學生的教育目的，且部分主要教學醫院之教育主管，以及不具教職但參與教學之臨

床主治醫師，並未清楚了解及接受系主任評估，並改善其教學成效。最後的認證結果

是：通過，有效期限3年。

「榮陽關係」攸關未來臨床教育發展

以上重點摘要了自2001年至2019年，陽明醫學系接受TMAC評鑑的結果，主要的發現始

終環繞在「醫學院的使命」，「醫學院的組織架構」以及「與榮民總醫院的關係」。

誠然，陽明醫學院由培育公費醫師的創院目標，大幅轉變為培育多元發展的醫師，包括

醫師科學家和醫師工程師，其過程必然充滿了探索、創新與挑戰；國立陽明醫學院自升

格為國立陽明大學之後，醫學院成為虛級單位，最近2年已開始推動學院實體化，組織架

構將逐漸完整；國立陽明醫學院發源於臺北榮民總醫院，而兩者卻成為互不隸屬的獨立

單位，雖然臺北榮民總醫院的臨床教學品質在歷年的教學醫院評鑑中總是名列前茅，但

不可否認，「榮陽關係」仍然是影響陽明醫學系臨床教育品質的關鍵因素！

對TMAC的感恩及祝福

TMAC在過去20年中，對臺灣醫學教育水準的提升貢獻極大！

陽明醫學系在沒有醫學中心級附設醫院的情況下辛苦辦學，終於走出自己的路，在稀有

醫學人才的培育上成為全國醫學院校的特色，TMAC的適時指引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我個人由醫學教育的被評鑑者，逐步成長為醫學教育的評鑑者，也必須感謝TMAC的栽

培，由衷祝福TMAC 20週年生日快樂！

陳震寰院長2018年帶隊評鑑中國醫藥
大學醫學系(圖為WFME認可小組委員
實地觀摩TMAC訪視活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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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評鑑為通識教育發展開闢沃土

北醫學大學通識育中心教授、TMAC第七屆委員（2018年迄今）

林文琪

筆者為醫學大學的通識教育中心教師，2003年開始協助本校醫學系做評鑑，及至近年擔

任臺灣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有幸與一群高效率、快節奏、做事頂真、關懷教育品質的醫

學系教師一起工作、學習，見證臺灣醫學教育的長成，時逢TMAC 20週年，謹提供通識

教育教師參與評鑑的一隅見聞與所思，誌之。

通識教育成為醫學評鑑一環

黃崑巖教授為了爭取臺灣醫學教育與美國醫學教育具有「可相比擬」（comparable），

獲得與國際接軌的認可，推動重新建立國內醫學教育評鑑機制的各項措施，20年來，經

醫學教育界諸多前輩的持續經營，證明TMAC確實帶動醫學教育的革新，也成就了與國

際接軌的任務。

盱衡國內教育的現況，特別將通識教育列為醫學評鑑的項目之一，初始推動階段甚至強

調「淨空」大一、大二醫預科，以保留通識及醫學人文教育密集的學習，後來因應醫學

教育6年制的改革，通識及醫學人文教育調整為「持續縱貫整合式」（longi tudinal 

integration）的設計，重視從通識、醫人文到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的 貫整合（賴其萬，

2012）。

誠如黃崑巖教授所指出的「通識教育應幫助學生鞏固全方位的治學基礎，也要為學生培

養對人文的感受性與敏感度。它更應該協助學生發展自我學習的方法與習慣，以求畢業

後能在知識與智慧方面繼續成長。」（黃崑巖，1996）臺灣醫學評鑑不僅列入通識教育

項目，而且明確地揭示了回歸通識教育本質的方向，採取兼顧通識教育作為General 

Education的學術素養（academic literacy）以及作為Liberal Arts 的人文素養2個面向的

意義，並將通識教育定位為全校性的教育，以為通識教育是專業教育的基礎，是大學的

靈魂所在。

以筆者任職的學校為例，一直秉持以上理念，執行「以通識教育為核心的全校課程革新

計畫」，能以醫學單科大學於2000年獲教育部頒發的「通識教育領航學校」榮譽，可歸

因於臺灣醫學教育評鑑重視通識人文及強調與國際接軌的方向，創造了有利通識教育發

展的沃土。

通識教育逐漸獲得共識與認同

早期參與評鑑訪視的過程，各校或仍有抗拒醫學評鑑的通識教師，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越來越多教師認同TMAC的通識教育定位，並樂意與醫學系及醫人文學科合作，共同在

這塊沃土上共創有利培育良醫的教育環境。

醫學評鑑所創造的、有利通識教育發展的沃土及回歸通識教育本質的方向，讓醫學大學

的通識教育得以不受外在環境支持與否影響而持續發展，相信在這一波面向未來的高等

教育改革浪潮中，臺灣各醫學院校的通識教育設計依然會有亮眼的表現。

註釋：

1. 黃崑巖（1996）。〈把「人」帶回醫學—談醫學院的通識教育〉。《通識教育季

刊》, 3(3)：1-16。

2. 賴其萬（2012）。〈追憶黃崑巖教授對臺灣醫學教育在通識人文方面的啟發〉。《通

識在線》, 41。錄自 http://www.chinesege.org.tw/geonline/html/page4/publish_pub.

php?Pub_Sn=20&Sn=1378

醫學評鑑促進通識人文與醫學跨域對話：與McGill醫學院Professor Donald Boudreau(前排右5)進行跨域對
談。林文琪教授為前排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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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見習到實踐—
異類教師的醫學人文之旅

作為一個以人文研究為專長的學者，本與醫學沒有太多關聯。2007年因參與教育部推動

醫學專業教育改進計畫，有幸與醫學界的先進共同學習，並意識到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

對醫學生養成的重要。沒想到，原本單純的見習，卻因2009年應邀到長庚大學，負責規

劃、執行通識教育的精進，從此走上醫學人文教學實踐的道路。如今階段性的任務完

成，謹記下個人從見習到實踐的經歷，以為臺灣醫學人文教學發展的見證。

跨域聯結：醫學人文課程的發展

長庚大學醫學系醫學人文課程，有兩個主要階段：一至三年級課程依據教師專長，開設

醫療人類學、醫學史、醫療倫理學、醫療社會學等，與醫學緊密聯結的課程；四年級則

是開設跨域整合的進階實務課程：醫療人文與臨床倫理。這樣的安排，與各醫學院校大

致相同。

其中，醫學史、公衛歷史調查的課程，著重從歷史與個案的討論，瞭解醫學衛生的發展

歷程，旨在增進學生關懷社會與反省能力；醫學與哲學、生命倫理學、生死學等課程，

則是從人文學的觀點，及多元視角的碰撞，引導學生思考，關照自我與他者，學習問對

問題；醫療人類學則透過概念與理論，讓學生思考醫療實踐所牽涉的各種社會文化問

題。這些課程都邀請臨床或基礎學者參與授課，藉由議題或案例的討論，進行跨域訓

練。

曾任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專任講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黃寬重

「醫療人文與臨床倫理」，則是進階的跨域整

合實務課程。由4位人文教師與4位臨床教師共

同合作，從理論、實務與體驗等面向，藉由教

師授課、文獻閱讀、分組案例討論，到撰寫、

評析，形成報告，期使學生在跨域訓練過程

中，展現系統性的論述能力。此一醫學人文課

程，希望在醫學生專業學術與臨床成長中，由

認識自我，進而培養第二專長，乃至尋求生命

動力，發揮更具體的貢獻。

潮流之外：異類的醫學人文課程

然而我開設的「士人與中國文化」，與其他的醫學人文課程有很大的不同。「士人與中

國文化」雖是專為大三醫學系與中醫系開設的2學分醫學人文選修課，卻是一門沒有直接

與醫學掛勾的純人文課程。

這一門課的設計是基於對醫學生極高的期待，希望醫學生在精進專業技術的同時，能拉

高自己的眼界，不被專業所侷限。課程的宗旨是介紹知識分子在歷史長河中成長歷程與

角色扮演，並標舉典範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與歷史地位。在內容方面，除了介紹士人在

歷史上的角色及其變化，讓學生對社會文化變遷有清楚的認識之外，並且強化知識內涵

與生命世界的聯結，希望能將醫學生陶塑成具視野與關懷的知識分子。

要培養這樣的人格特質，除了強化歷史知識、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之外，還須要加強學

生具有「學養」的鑒識力與論述力的訓練，使具備洞察歷史發展、梳理社會變遷與影

響，及描述人與社會的關係，進一步解釋其異同的能力。

不同於時下流行的電子化教學，我因重視目光交會的感悟，選擇以傳統面對面口語講授

方式進行，上課時只提供閱讀資料，不做Power point，也沒有提供大綱或「磨客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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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等等的制式教案。為了提升教學成效，我自費聘請優秀歷史領域研究生擔任

課程助教，除了協助課程進行、設計活動、網路討論、批改作業外，也扮演溝通師生意

見的橋樑。

修習這門課的同學，作業壓力相當大。首先，每位同學都要從12至18篇具代表性、每篇

在2萬至4萬字之間的學術論文中，選2篇撰寫摘要與心得各500字，以培養同學掌握學術

論文的重點、發表閱讀心得的能力。其次，撰寫3,000字以上個人專題報告1篇，以訓練

同學運用史料、二手研究進行整合書寫與系統性論述的能力。最後是口述歷史的團體報

告，老師與助教帶領各組同學溝通議題，選定典範學習對象，進行口述歷史訪談。典範

對象口述歷史的意義，除了讓同學們學會口述訪談的技巧、整理訪談資料外，透過描述

及詮釋受訪人的理念、人生抉擇，乃至遭遇過的挫折等，其實也是讓同學藉由重新經歷

每一位典範對象的人生歷程，擘劃自己未來的道路。這些作業對同學、老師與助教來說

負擔都相當沈重。每份作業都由教師、助教仔細批改，指出優劣，隔週歸還。同時我認

為在教學現場，學習的過程比分數更為重要，因此鼓勵同學透過與老師和助教充分討論

後修訂作業，重新繳交，期望增進其系統性論述的能力。此外，每學期也安排同學參訪

故宮博物院或中研院史語所的文物陳列館，並請專人導覽，以體認傳統文化的價值。

與醫學人文課程一樣，在這門課中，我也請心臟科柯毓賢醫師共同授課。但柯醫師並非

從醫學的角度來帶領學生討論，而是分享他30多年來在專業之餘，鑽研史學研究的歷程

與心得。柯醫師自大學時期起，即對歷史研究有深厚的興趣，史學研究是支撐他在醫學

的路上前進重要的精神支柱。希望透過柯醫師的分享，能激勵學生在大學時期就具有追

尋生命動力或發展第二專長。

整體而言，這是一門透過厚重的訓練機制，學習掌握文獻重點，精確運用文字及強化表

述與系統性論述的能力，增進學術涵養的課程，進而開拓同學的視野，認識人與社會關

係的重要性。雖然課程的內涵與訓練方式比較特別，但不僅與其他醫學人文課程有所關

聯，更希望為醫學生在臨床乃至未來人生旅途，播種一顆人文小苗。為達成這門課的教

學目標，我和助教多認真執行，也得到修課的同學高度配合。從課程經營過程，讓我更

深切體認到一門課的成敗，所有參與者的「態度」是重要關鍵。為了見證此一教學歷

程，我保留同學完整的學習資料，典藏於國家圖書館。

結語

感謝長庚大學醫學系接受一個異類教師，堅持開設強化人文系統性論述的實驗性課程。

因為這個機緣，讓我進一步體認醫學人文教師在教學上的需求、理想與困難。作為一個

醫學人文教師，在培養醫學生的經驗上也許還有許多成長的空間，但從人文教師的角

度，也觀察到許多可以思考精進的方向。謹提供若干不成熟的意見，供醫界先進指教。

首先，為增強課程內涵、強化訓練機制，建議增開多元醫學人文課程，實施小班教學，

降低修課人數，並聘任具熱忱的專業助教，以提升教學品質。

其次，醫學人文教師除教學外，平時與學生互動頻繁，是校園內穩定學生情緒的重要力

量，責任甚重。建議增聘師資並降低其教學、服務與研究的負擔，使其發揮經師、人師

的積極性角色。

其三是檢討並整合醫學人文與通識課程。目前各校通識與醫學人文課程，總計約在50學

分上下，原是希望強化人文教育與跨域學習，讓醫學生能夠不自限於單一專業領域的訓

練。但過多的學分數與不相襯的課程品質，讓部分的課程流於營養學分，不但影響整體

學習成效，也引發改革的呼聲。如能重新檢視課程、有效整合，全面提升教學品質與學

習內涵，那麼，或許可以考慮降低總修習學分，讓精緻的人文課程在醫學生的養成中，

發揮更積極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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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評鑑機制開啟
臺灣醫學教育改革契機

上個世紀末，美國聯邦政府教育部所設立的「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

（英文簡稱NCFMEA）對臺灣醫學教育機構代表的一場邀約，以及在黃崑巖教授等赴美
答辯後，NCFMEA仍舊以臺灣醫學教育的多項缺點，判定我國醫學教育與評鑑制度「不
相比擬」（non-comparable）美國評鑑機制的品質，這個嚴重影響臺灣醫學教育國際聲
譽及未來可能阻礙本國醫學院畢業生在美國行醫或深造的不利判決，意外也不意外地啟

動了國內醫學教育評鑑制度的全面省思及改造工程。

個人非常幸運，代表母校國防醫學院在這一波醫學教育改革的初期，參與了許多師資培

育的課程及評鑑相關工作坊，之後也參與不同校院醫學系的評鑑工作，更於2015年加入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除了實際體會複雜且繁重的醫學系評鑑工作，也有
更多機會與一群長期投入國內醫學教育品質提升及評鑑事務改進的資深前輩近距離觀摩

與學習，有許多的成長與體會，也對20年來臺灣進行中的醫學教育改革及未來的走向有
些新的想法。

美國醫學教育改革引領全球醫學教育變革風潮

論及美國醫學教育的變革，Abraham Flexner 在1910年交給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報
告，開啟了一連串美國醫學院的變革；20年間，美國由原本155所醫學院降為76所，影
響所及，不僅大幅提升美國國內醫學教育品質及相關評鑑機制，也對全球醫學教育造成

全面性影響。回顧這份報告，針對當時美國境內多家醫學院的評語，迄今讀來，仍有令

人「驚心怵目」及「暮鼓晨鐘」般強烈自省之感觸。例如針對California Medical College
的評語是「加州的恥辱」，針對Baylor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是「光禿禿實驗
室」，對Bi rm ingham Med ica l Co l lege的評語是「大都是看外傷的醫師」，對
Washington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St. Louis是「應該廢除或重建」，對Knoxville 

曾任國防醫學院校長、TMAC第六~七屆委員（2015~2020）

國家衛生研究院副院長

司徒惠康
and Chattanooga醫學院則是「品質不佳（utterly wretched）」，對大多數南方各州的醫
學院評語更是經典，「南方各州具有最多下等醫學院，只有Vanderbilt醫學院可續 」。這
份報告不僅對個別的醫學院產生巨大影響，也促成美國政府建立了醫學院及醫療機構完善

且客觀的評鑑機制。

Flexner先生本身並無醫學背景，或許我們要說的是：還好他沒有醫學背景，也因此少了
傳統醫學專業人士自詡的「精英光環」及「專業框架」。他在Johns Hopkins及Harvard大
學研習教育理念及評鑑實務，對這份Flexner Report的品質提供了良好的保證。同樣地，
他曾前往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及美國各州之間考察及交流，這些經歷讓這份報告的

深度及廣度得到堅實的支撐。1910年的這份報告，對當時大多數美國的醫學院而言，是個
震盪的開始，20年期間，關閉了近80所校院，但也開始了全新的契機，尤其建立起完善且
客觀的醫學教育評鑑制度，讓美國成為引領全球醫學教育發展的重要龍頭。由此觀之，何

須害怕改革，何須擔心動盪，全面的自省、虛心的改進，才是真正進步的動力。

臺灣TMAC評鑑為提升醫學教育品質奠基

由1998年臺灣醫學教育前輩在NCFMEA答辯「失利」開始，教育部立即委託國家衛生研
究院於1999年設置醫學院評鑑的規劃委員會，2000年正式成立TMAC。2001年開始醫學
系實地訪視，2005年底移入教育部設置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20年間，多所醫學院己經歷好幾次的全面訪視，也有數家新設立醫學院加入整個評鑑體
系，對國內醫學教育品質之提升，提供莫大之助力。2014年起，全面以新制評鑑準則進行
醫學院評鑑，有別於2000年起的準則，著重在質性敘述的撰寫方式，新制準則是以條列方
式來撰述，期盼以更客觀的角度及更周延面向來評析醫學系運作之品質及成效。

走筆至此，個人非常榮幸多次親身參與母校接受TMAC訪評的各項準備工作，期間雖有辛
勞，卻也在一次又一次的省思過程中，瞭解到一所軍事院校在承擔國家重要任務的使命

下，如何建構屬於自身特有的醫學人文及校園特色。這些面向，須要有對這所校院歷史縱

深的全面瞭解，也要有對環境政策不同要求的包容與尊重。這些面向，即使無法呈現在這

100多條條文的內容中，卻是這些校院向上提升最重要的內在動力。

2014年國防首次以新制準則
接受評鑑，司徒校長 (前排
中)與TMAC訪視小組合照。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20週年紀念專刊 191190

第四篇  學校角度看 TMAC 評鑑的影響

卓越｜Achieving the Best



TMAC訪視之我見：益者三友

依稀記得第一次聽到「TMAC」這個名詞是在馬偕醫學院籌備會議時，從籌備處主任方菊

雄教授口中得知，而黏在一起的名詞是「評鑑」。當時在醫院已經過多次的評鑑洗禮，

直覺的反應自然是醫院評鑑的翻版。受命為醫學系創系主任之後，各處去拜訪、請益，

每位先進都強調TMAC評鑑和醫院評鑑不同，需要即早準備。

訪視評鑑，奠定了醫學教育根基

首次TMAC正式訪視前的小插曲，是在三芝校園第一屆開學未滿3個月的2009年11月初，

由賴其萬教授帶領柯毓賢和張燕娣2位醫師前來拜訪醫學系師生。猶記得當時學校要求醫

學系務必準備簡報，但賴教授一再強調此行是為了瞭解本校如何規劃醫學系的醫學人文

課程，以及互相交換心得和意見，並非訪視。附帶一提的是，賴教授和藹親切地介紹醫

學人文教育的方向，柯醫師分享長庚醫學系的通識教育和醫學人文教育架構，以及張醫

師分享的標題就是「醫學人文有什麼用」，至今仍然印象深刻，感佩不已。

TMAC第一次的正式訪視是在創校滿1年的10月舉行，由時任和信醫院的黃達夫院長帶隊

前來，為期1天。在此之前學校和醫學系已從前一學期開始動員，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和

持續做評鑑的準備。由於當時醫學系只有2個年級(一個年級1班)不到90位的學生，也才辦

過第一次的甄試入學，因此準備的資料一大部分是針對未來的規劃，即使還沒有正式的

臨床課程，當時醫院的蔡正河院長也親自出席。

評鑑結束後，即針對委員的意見和建議展開系級和校級的檢討改進，在隔年春天訪視報

告書下來後，花了一番功夫做回覆，如此周而復始地連續進行了6年，等待第一屆醫學生

畢業後，於2018年進行第七次評鑑，而本系獲得通過。

曾任馬偕醫學院醫學系創系主任

馬偕醫院副院長

葉宏一
回首這將近10年的歷程，除了感謝系上、學校、醫院所有同仁的辛勞和院校董事會的共

同努力，也要對TMAC訪視的嚴謹、熱忱與專業由衷讚揚。每位委員都是來自國內外醫學

教育的菁英，幾輪下來訪視本系也破30位之眾，可貴的是委員們對新成立學校的關注，

期待無舊校包袱可以開創領先時代的格局，而毫不藏私的講評，實在讓馬偕受益良多。

醍醐灌頂，淬鍊出馬偕教學口碑

就新系而言，師生比高，學生全數住校，加上是教會學校，凝聚力強，又有自魏耀揮校

長以降幾位來自陽明大學的資深教授奉獻心力，系務推動相對單純，而比較困難的是往

後的規劃。系上從成立後馬上面臨隔年如何招生，2年後登場的三四年級基礎與臨床整合

課程，到最後高年級的臨床實習，以及醫學人文教育的縱貫全局，這些規劃都需要根據

創系目的招入合適的學生，制訂出學生在畢業前須具備的核心能力，來設計各種正式、

非正式和隱藏的課程及輔導，並融入醫學人文的孕育與實踐來達成。

至於執行的方式，則需考慮發展的特色和擁有的資源，這些都要靠系上來決定。而TMAC

訪視所扮演的角色，如同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在我看來，分別呼應著嚴

謹、熱忱和專業，委員們依循嚴謹的程序，根據系上自評報告書，和訪視時所聞，本著

專業和熱忱提供評定和建議，而有顯著的成果。例如本系的7大核心能力、招生甄試一開

始就決定使用多站迷你面試（MMI）的方式，以及以問題導向學習（PBL）作為三四年級

雙螺旋基礎與臨床模組課程整合的主軸等重大學系教育方向，這些決定雖都是TMAC無法

代勞的，然而委員們提供極具建設性的意見，的確紮實地幫助學系在這些方向能迅速地

成長，因而造就了本系至今無需大量備取即能招滿學生，且畢業後七成以上留在人才羅

致困難科，符合創系教育目標，以及第一階段國考九成上下及格率之亮麗成績。

如今有機會加入訪視團隊，深入體會訪視作業的嚴謹，及全體委員的熱忱與專業，更是

印證了TMAC益者三友的角色，期待這樣的傳承不負前輩們的創會心志，讓TMAC持續守

護臺灣的醫學教育，成為世界之光。

2010年馬偕第一次TMAC訪視，魏耀輝校長(前排左3)、葉宏一主任(後排右5)學校主管與訪視委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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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TMAC共生共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教育改革的經驗

2000年TMAC正式成立，隔年開始實施評鑑，個人從2003年起分別擔任了高醫大醫學系/

後醫系主任、附院教學副院長、醫學院院長、副校長，歷經多次TMAC的評鑑與他校訪

評的寶貴經驗，讓個人與高醫能夠和TMAC共生共長，備感充實。

提出教改建議，校院同仁齊心戮力以赴

為了呼應TMAC對醫學教育改革的要求，加之個人受益於過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

育博士班及國立中山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碩士班（EMBA）的學習背景，提出以學習者為

中心及成人教育為理論架構之課程改革，在校院同仁的通力合作下，2005年高醫大成為

全國第一個實施以器官系統為單元之基礎臨床整合型課程的醫學大學。

改革需要全方位的準備，首先對國、內外的醫學課程作了充分的了解，在2004年我以系

主任的身分，主動向當時也是TMAC委員的王國照校長提出教改建議，立即獲得王校長

的肯定與支持，外加當時醫學院黃俊雄院長以及劉克明副院長的鼎力相助，使得醫學課

程改革的歷程非常有效率。

為了瞭解國外醫學課程的實務運作，王校長放下繁忙校務，親自率領當時的賴春生（醫

學/後醫系主任）、鐘育志（附院副院長）、辛錫璋（醫研所長）及黃尚志（校長主秘）

組成加拿大訪問團，在駐外使節的協助下，於2004年7月初參訪McGil l、Ottawa、

Toronto、Alberta、Calgary及McMaster等大學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這趟為期2週學習

曾任TMAC第六屆委員（2015~2018）、高雄醫學大學副校長

高雄醫學大學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

賴春生

之旅，奠定了課程改革的實務基礎，在2005年4月教務長劉宏文教授率團參訪香港中文

大學，擷取改革之經驗。教改過程中王校長親自坐鎮，時至今日，我仍要由衷的說一

聲：「王校長，謝謝您！」，沒有最高領導人的充分授權與支持是無法使變革成功的。

高醫課程脫胎換骨，改革歷程與經驗供分享

以下略述高醫課程改革之過程與內容，以供參酌：

一、 落實行政規劃與團隊互動

要撼動50年的教學習慣著實不容易，需要共識，需要分工，更需要行動力，從2004年8

月開始推動改革，將團隊分成通識整合（楊三東教授為召集人）、基礎臨床整合（關皚

麗教授為召集人）、臨床實習整合（顏正賢教授為召集人）及行政資源整合（黃尚志教

授為召集人）4大組，系辦黃尹亭小姐扮演協調者的重要人物。

2004年7月，王國照校長(右5)親自率領時任醫學/後醫系主任賴春生教授(左1)、校長主秘黃尚志教授、醫研
所長辛錫璋教授及附院副院長鐘育志教授赴加拿大主要醫學院實地訪問，攝於渥太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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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組定期由各組召集人開會，而每2週則有跨組會議由我主持，每個月由王國照校長或

賴永勳副校長親自主持校級的課程委員會，歷經1年252場的紮實會議，於2005年全面實

施新的整合型課程，以TMAC強調的學習者為中心以及hands on為改革主軸。

二、 整合基礎與臨床的課程

歷經無數次的挑燈夜戰，完成了15個整合型教學單元（Block），以器官系統（Organ 

System）為主幹，融合基礎與臨床的課程，為了落實成人教育的理念，規範每小時PPT

不超過45張，並能減少授課時數，鼓勵學生自主學習，而每個單元結束後的師生回饋則

為下次改革之重要依據，從初始的表面組合逐漸邁向脈絡相關的深化整合。

臨床實習也訂定了各科的核心課程以及必要的臨床技能學習，著重於以病人為主的初級

照護及hands on，各科輪轉結束前都有學習者的離站評估與回饋，附設醫院教學副院長

則負責定期開會檢討。

2004年12月17日，陽明大學醫學系陳震寰主任受邀率團參訪高醫，並分享陽明部分課程

整合的寶貴經驗，此後我們舉辦了許多場次的教改共識會及研討會，以謀取師生最大的

共識。

三、發展PBL並融入課程中

成立PBL執行委員會推動PBL教案的撰寫、審查及獎勵，沿用夏威夷大學Dr. Green之

PBL，4大主題包含Facts、Hypothesis、Need to Know及Learning Issues，完成數百例

本土自製教案，小兒科趙美琴老師完成高醫首例PBL教案，生理科許勤老師、內科蔡哲

嘉老師分享教學經驗，2011年醫學系王心運老師、林育志老師、通識中心林慧如老師與

護理系老師共同開設「跨專業醫學倫理PBL」課程，都令人印象深刻。

PBL融入各個單元課程中，藉以達到主動學習與團隊合作的教育目的。2007年首辦PBL

國際醫學生研討會，每年暑假也會補助學生參加夏威夷大學為期2週的國際PBL課程。

四、推動臨床技能並融入課程中

知識需要轉化成純熟的技能才能服務病人，因此規劃完成每個單元基本相關的臨床技

能，並將技能的操作標準化。

為了配合教學所需，成立了臨床技能委員會、臨床技能中心及外科手術技能中心，並採

購教學模具，學期結束後並有OSCE，同時也成立了標準病人訓練中心，劉克明、李坤

泰、關皚麗、李智雄、蔡文展⋯等老師貢獻良多，我們也組隊參加在義大利普拉托舉辦

的第一屆國際臨床技能研討會。

五、推動教材共學及全面上網

教材的品質直接影響教學的成效，因此推動教材共學機制，讓同一個單元的基礎老師以

及臨床老師坐下來，一起觀摩學習彼此的教材內容，以減少內容重複並藉以提升教材品

質，同時把所有教材內容上網，落實以學習者為中心的e化教學環境，讓學生可以事先預

2005年4月，高醫大教務長劉宏文教授率領系主任及各組正、副召集人，包括賴春生、黃裕勝、李志雄、
顏正賢、關皚麗、田英俊、黃尚志、張基隆、楊三東及洪仲箴參訪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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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事後複習，鼓勵師生互動，逐漸養成成人自主學習的模式，感謝資訊室同仁及黃尚

志老師的大力推動，才有辦法在2004年教材就全面上網。

六、發展多元化醫學人文課程

2003年開辦「社會服務課程」，落實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行動學習，成效良好，其間林志

隆老師、田英俊老師著力甚多，2008年成為全校必修課程。

2005年於醫學系開設「醫學人文」課程，內容涵蓋人文核心、典範學習、社會溝通與倫

理等面向，並於2008年擴展為醫學院之通識核心課程。2009年於醫學系3-4、後醫系1-2

年級開設「醫學專業素養」課程，盧柏樑老師的專業素養演講至今仍印象深刻。2007年

首辦「醫學專業與人文」國際研討會，時至今日，每年仍由呂佩穎老師籌辦。

七、TMAC的評鑑影響

2005年11月24日，也就是新課程的第一年，TMAC委派林其和、林銘德、蕭光明、楊培

銘、蔡淳娟5位委員蒞校訪評，2007年12月19日，委派吳妍華、林其和、宋維村委員追

蹤訪視，從課程整合、數位網路e-learning、臨床技能教學、PBL教學、通識教育到臨床

實習，對整合新課程的初期展現，提出了許多中肯的建議與改善的方向。

評鑑委員並與學生午餐座談，對於同學們熱愛高醫並全力支持課程改革的態度感到讚

佩，學生代表都有出席課程改革的會議，對於老師們的投入與付出，的確從剛開始的

「為什麼把我們這一屆當成白老鼠？」轉變為上一屆同學的「為什麼不從我們這一屆開

始做課程改革？」，的確讓全體老師感到十足欣慰。

八、永續改革並與世界接軌

2005年開創「醫用本土語」，包括福佬話及客家語；2006年採用客觀式入學面談

（OSEI）甄選醫學生，沿用至今；2006年舉辦首屆「白袍典禮」，深化白袍賦予的專業

意涵；舉辦首屆「孔夫子獎」，由學生自主票選教學最優的老師；成立「醫學系教育發

展基金」，募款支持教育相關費用，支助師生參加夏威夷大學c l in ica l reason ing 

workshop；2007年之後分別受邀到國內各醫學院、北京大學醫學部、汕頭大學、新加坡

的APMEC、歐洲的AMEE⋯等演講，分享高醫的課改經驗，其中北京大學柯楊常務副校

長曾派遣12位老師到高醫2週實地參訪觀摩如何進行課程改革；2008年協調高雄醫學科

學雜誌發行醫學教育相關之專刊；首辦國家級OSCE考試；2009年開始Harvard Week-

Renal block之協同教學；2010年推動第二波教改及6年制醫學系課程改革。

同行致遠，期勉臺灣醫學教育綻放新光芒

回首課程改革的來時路，感恩TMAC的鞭策，高醫全體同仁的團隊合作，更要由衷感佩

王校長的高瞻遠矚，才有辦法在短期內完成歷史性的艱鉅任務。

教育乃百年樹人之大計，無法有立即的光環，但它卻是高等學府最重要之命脈。期待所

有醫學大學的領航者都能重視醫學教育，與TMAC共生共長，必能引領世界，同行致

遠！共勉之！

2008年，北京大學王維民教授帶領醫學部同仁共12位老師到高醫2週，實地參訪觀摩如何進行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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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良醫之前先學做人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與成大醫學院有非常特別又密切的淵源，成大醫學院

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曾負責TMAC的規劃，2000年成立時接任主任委員並且連任2屆，我

在2003年成為TMAC的委員，2012年擔任執行長，2015至2019年被選為主任委員，

2001到2013年這段期間我又陸續擔任成大醫學院教學副院長、院長的職位，也因此，

TMAC準則的各項要求均直接的影響到成大的醫學教育。

成大醫學院在醫學教育改革洪流中的演變

以下我簡短介紹成大醫學院這些年來受到TMAC的影響：

一、增強醫學院和醫院的行政聯繫：

以往醫學院與附設醫院之間的隸屬關係並不明確，醫院有營運且自主性高，導致醫學教

育的行政指揮系統紊亂。

TMAC評鑑準則強調醫學教育應由醫學院主導，附設醫院及主要的教學醫院必須充分配

合以達成臨床教育的目標，因此自2003年開始，成大醫學院的教學副院長亦身兼醫院教

學副院長，醫學系主任或副主任則兼代醫院教學中心主任，這樣的人事安排讓醫學院的

教育目標能無縫接軌，從醫預科一直貫徹到臨床教學，醫學院與附設醫院兩邊的教學資

源亦可彈性地運用、互相支援。

成大醫學院兒科名譽教授、義大醫院講座級特聘顧問醫師、TMAC第七屆委員(2018年迄今)

林其和

二、強調通識及人文教育：

臺灣有些醫學院的通識及人文教育並不紮實，部分學生急於學習專業知識而忽視人文及

博雅教育。

黃崑巖教授很重視人文教育，強調「成為良醫之前先學做人」，他擔任TMAC主任委員

時提出臺灣「醫學教育白皮書」，要求強化醫預科前2年的博雅通教育，成大醫學院在醫

預科、基礎臨床醫學整合課程、PBL教案、臨床個案討論、床邊教學等不同階段中，均

會帶入醫學人文教育，2013年實施6年制新課程時即推出縱貫1至4年級的「習醫之道」

就是一個整合醫學專業素養縱貫課程的例子。

三、落實臨床實習課程：

傳統的臨床課程拘限於較多「見習」的成分，學生缺乏實務經驗。

TMAC強調要落實「床邊教學」及醫學生臨床「實作」（hands-on）經驗，成大醫學院

學生於臨床實習階段被要求實際參與病人的照顧，實習醫師在上級督導之下需親自照顧

病患，也因此畢業時，他們獨立診治病患的信心與能力大增。

2012年成大接受TMAC評鑑，林其和院長向訪視委員簡報。(中間右為訪視小組召集人邱鐵雄教授)。

曾任第二~六屆委員(2003~2018)、第五屆執行長(2012~2015)、第六、七屆主
任委員(2015~2019)、成功大學醫學院院長、成功大學附設醫院教學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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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心挑選醫學系學生：

傳統的大學入學測驗只能選出會考試的醫學生，無法確定其性向是否適合當醫師。

TMAC強調學校必須因應社會需求來挑選多元背景的學生。成大醫學院自創院以來均即

相當重視多元選才，每年透過嚴謹的甄選程序挑選出不只智識，在語言溝通、人格、態

度各方面都適任醫師職務的醫學生。

五、關懷與輔導醫學生：

醫學生是相當特殊的族群，大部分是高中畢業就入學，成熟度不足。

黃崑巖教授非常照顧學生，他曾說「醫學教育的精神就是照顧好學生而已」。成大醫學

院自創院以來一直設有多層次的導師制度，現又加上「習醫之道」課程4個「堂主」帶領

下的老師，「照顧好學生」已經是本院一脈相承的理念。

六、重視師資培育：

醫學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授，也包括專業素養的薰陶，因此醫學教育成敗的關鍵在師資

培育的成效。

好的教師需要培養，TMAC強調醫學教育師資的培育與發展的重要性，鼓勵各校設立師

資發展中心（Center for Faculty Development），並強調教師要知曉醫學教育潮流和新

的教學方法，才能跟國際接軌。

成大醫學院與附設醫院每年都會舉辦創新教學與教學成果觀摩，並且獎勵表現優良單

位，以推動醫學教育風潮。此外為鼓勵教師重視教學，也特別設計教師多元評估方式，

並率先推出教師分流制度，教師可以依據自己的興趣與專長選擇評估或升等時採用教

學、研究與服務績效的不同比重，此舉對熱心教學的老師不啻是一大鼓勵。

七、豐富醫學教育資源：

臺灣醫學系的結構相較於先進國家而言，人力單薄，資源有限，需要醫學院、大學資源

的挹注才可能順利推動醫學教育。

TMAC強調校、院，甚至附設醫院及教學醫院必須投入資源（包括教師、經費等）於醫

學教育。

因應TMAC的要求，成大校方及附設醫院每年都編列上千萬的經費來豐富圖書館的館

藏，及舉辦各項師生增能活動，醫學院也獲得校方及外界支助經費成立了「國鼎臨床技

能中心」及「虛擬臨床技能教學中心」，以精進醫療人員的臨床技能。

醫學教育評鑑以能否培育未來良醫為目標

TMAC對醫學院的評鑑，不只是為了給予學校「通過與否」的結果，而是期待各醫學院

藉由落實評鑑條文來達成高品質醫學教育的目標。

成大醫學院這幾年來的醫學教育的改革有其主軸及目標，TMAC對成大醫學院的影響究

竟如何？本文中只略提一二而已，要評判成大醫學院的教育成果，最後還是要以本校畢

業生是否成為具有「人文素養的良醫」來作評斷。

成大醫學院的醫師誓詞陶壁原文為黃崑巖創院院長親筆執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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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談 TMAC對醫學教育的影響與展望

 2000年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以下簡稱醫評會）成立，迄今已有20年的光

景，TMAC雖是一個醫學教育的認證與評鑑單位，但這20年來也因此評鑑制度帶領各校

在建構醫學教育與培育好醫師上有了依循的準則。

長庚大學逐步落實醫學教育改革

TMAC在各屆委員及所有醫學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2002、2009、2017年三度獲得美國

教育部判定與美國醫學教育評鑑制度「可相比擬」（comparable）；2017年向世界醫學

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提出認可申請，並於

2018年接受WFME認可小組實地評鑑，2019年4月獲得WFME無條件通過認可，肯定臺

灣醫學教育認證的水準，TMAC在臺灣醫學教育歷史上樹立了引領潮流、國際接軌及確

保醫學教育品質的標竿。

長庚大學醫學系自1989年起開始招收七年制醫學系學生，2013年8月起配合國家醫學教

育改革，開始招收新學制六年制醫學系學生，其目標在於培育具優質專業素養、人文社

會關懷、國際宏觀視野與終身學習的好醫師，不但能精準且有效地提供全民醫療服務，

並達到符合社會的需要及期望，同時具備人性關懷、熱忱服務、尊重生命、善用資訊、

終生自我學習、團隊合作與負責任等特質。

依評鑑認證準則貫徹教學相長理念

20年來，長庚大學醫學系在TMAC評鑑與鞭策下，醫學教育能量逐漸成長強壯，TMAC

的認證範圍涵蓋機構、醫學系（課程與學生評量）、醫學生、教師、教育資源等五大領

曾任TMAC第五~六屆委員（2012~2018）、長庚大學醫學系系主任(2008~2015)

長庚大學內科學教授、TMAC第七屆委員(2018迄今)

方基存
域。在與TMAC的年度計畫與認證準則的引領下，兼顧長庚大學的辦學特色，針對課程

規劃與學生照護技能的培育做了多方面的整合，鼓勵基礎與臨床學科老師透過多元的教

學策略與方法，致力於課程橫向整合與縱向連結，配合情境演練、案例分析等強化學生

臨床判斷、溝通與決策能力及增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在此過程老師亦投注許多心力開

發教案、創新教學模式，教與學同步成長。

TMAC評鑑準則中提及，醫學系為了達到教育目標，需呈現其相對應各種課程之教育目

標，並且能夠與畢業醫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相呼應，醫學系必須包括四個領域的教

育：通識、醫學人文、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長庚大學醫學系致力於基礎醫學與臨床醫

學的融合外，實習的場域雖為國內具最規模的醫學中心，但其軟、硬體設備亦遵循準則

精神加以創新與精進，臨床教師與課程負責人藉由精心的師資培育，臨床課程與訓練不

但與國際接軌，且因應世界轉變逐步調整。

致力培養醫學生視病如親的利他精神

TMAC所著重之人文與通識教育，是培育全人醫師重要元素，在擔任長庚醫學系主任期

間，深切了解人文素養對好醫師的養成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邀集人文、通識學科的

學者與老師進行課程檢視，長庚大學醫學系於2003年設立人文及社會醫學科，新制醫學

系啟動後，更重新討論課程的垂直整合與水平連結，以達醫學人文課程的宗旨及目標：

基於「先學做人，再學當醫師」之理念，專注培養醫學生在醫學專業素養上必備的「利

他、病人自主、社會正義」精神。

有感於醫學生未來的從醫的職責莫非是擔負著病患的健康照護，而一個完整個體是身、

心、靈、社會的結合，醫療照護者需以全人照護為考量，具備人文情懷方能醫人醫心；

除了開設相關人文社會課程，更期盼學生多方涉獵史學、哲學、美學、文學、宗教學等

學科領域，醫學系每年邀請人文醫學教師開立醫學人文選讀書單，學生閱讀並撰寫心得

報告彼此分享。

此外，也將「敘事醫學」融於醫學系課程課綱中，在成為一名醫師的過程中，所有醫學

2009年長庚醫學系訪視與訪視小組
合照(賴其萬教授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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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曾經宣讀過醫師誓詞，其中提及「病人的健康應為我的首要的顧念」，學醫的初衷

是在於幫助他人遠離和解除苦痛，只有聽懂與瞭解他人的生命故事，才能同理與思考解

決之道，醫學生透過他人的生命故事，繼而感動與堅實自我的內心，這也是醫學生的培

育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醫學導師制度有助於傳承良醫典範

TMAC對於醫學生非常重視核心能力的培養，老師在課程設計如何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

達成目標，也是評鑑訪視的重點，長庚醫學系課程在這方面另一特色是建置及推動大一

醫學生「初步見識醫院」—典範傳承計畫：藉由既有醫學系家族導師體制，由醫學生與

其家族導師聯繫，透過導師的安排及指導，進行包括關懷病家、參與門診、跟隨觀察、

參加晨會討論、巡查病房及與不同領域醫師之討論、隨同導師參加醫學會議等活動，培

養醫學生同理關懷、增進專業知識、學習跨領域協調與溝通等能力。

推動此計畫多年，學生均給予十分正向的評價，學生表示醫學導師所建樹的典範，讓他

們在踏入醫學系學習的開端，對如何成為一位兼具同理心與專業知識的「好醫師」，有

了深刻且具體的烙印，對於未來行醫之路有極大的助益。

TMAC與醫學院共創多贏局面

醫學教育肩負著「好醫師」養成的責任，TMAC不只對於國內醫學教育的品質維護及與

國際現況的接軌，有著讓各校依循的方向與努力的目標，特別是近年教育方式與教學策

略隨著跨領域、人工智慧與因應COVID-19雲端遠距學習等快速的進展，醫學教育同步在

創新與沿革的過程中，仍應奠基醫學生的基礎能力與照護技能，在科技輔佐的過程中保

有人文關懷，強化學生自主學習力、終身學習，進而維護醫療照護品質，創造更友善的

醫療環境。

TMAC邁向20年，期望評鑑制度不是一個束縛的框架，而是一起為臺灣的醫學教育、醫

療照護品質提升與人才培育的目標而努力。在認證過程中，學校與系級組織架構的密切

連結、老師隨時注入新的教學模式，提供老師多元教學升等的管道，學生對於學習滿意

度增加與所培育的醫學生受到業界肯定，都是相互影響下所創造的多贏的局面，身為

TMAC資深委員20年來，委員會的不斷成長及對國家醫學教育的貢獻，真的令人引以為

榮、為傲。

TMAC和輔大醫學系

TMAC成立時我在臺北醫學大學任職，也在2001年任職臺

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系主任時接受TMAC的評鑑，當時很緊

張，動員了所有的資源，北醫醫學系是歷史悠久的醫學系，為了評鑑，我們及早就把所

有課程、師資、學生資料等等應填的表格都弄好，還找老師學生來模擬回答問題，很幸

運地，那次評鑑順利完成，也是我在北醫醫學系完成的重要任務。

參與TMAC對輔大醫學系評鑑並提出問題

同年，我也接受TMAC邀請，以觀察員身分，參加剛剛成立的輔大醫學系評鑑，當時輔

大醫學系只有一年級的學生，合作醫院只有耕莘醫院而已。當時大家專注的不只有正在

做的通識（全人）教育，對即將進行的基礎醫學教育，以及對於未來的臨床教學都表示

相當關切，TMAC對輔仁大學將來如何完成醫學生的完整教育非常好奇，幾個重點包括

校方是否有一筆醫學基金來保證輔大醫學系設備師資不足時可以支援？基礎醫學的老師

嚴重不足，未來要做小班教學（以問題導向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PBL）

有可能嗎？只有耕莘醫院將來如何教醫學生全部的臨床技能？

借調輔大迎接從弱勢中脫胎換骨的挑戰

沒想到這些問輔大的問題，後來成了我自己要回答的頭痛問題！

輔大醫學系在2000年成立之後，由鄒國英教授擔任系主任，原來耕莘醫院的陸幼琴修女

擔任院長，她在隔年就退休了，輔仁大學希望由天主教徒的教授來擔任院長，所以當時

的李寧遠校長派人到臺北醫學大學邀請我參加遴選，順利選上後我從北醫借調到輔大，

曾任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系主任

輔仁大學校長

江漢聲

2019年10月29日-11月1日方基存教授
(右4)帶隊全面評鑑成大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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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任務就是興建新醫學大樓和建制好醫學院和醫學系。所以最頭痛的問題還是醫學

系的評鑑，由於是我自己參與在內的提問，所以充分瞭解輔大的弱勢，但由於在北醫已

有受評的經驗，我就底下四個方向來做準備：

一、 向學校要資源，一是給醫學系足夠的基礎醫學的師資員額。當時駐校董事柏神父給

了30個名額，加上學校生科系、食營等系的支援就差不多了。同時也要求學校在校

務基金中撥出一筆醫學基金，當時非常支持我的單國璽樞機主教慨然答應在校務基

金中匡列了五億醫學基金以應不時之需。

二、 支持鄒主任全面的PBL教學，這在臺灣是醫學教育的大革新，輔大有特殊的條件，

因為一班就有50人左右，而且在新建大樓我們依據標準化設置了有單面鏡的小班教

室和臨床技術中心。此外，不斷開會來強化教師培訓和教案寫作，全新的醫學教育

我們做到了！

三、 建立學生的portfolio，每一位學生的照顧和導師制度的建立。

四、 最要感謝天主的是我剛到輔大，我的老師，新光醫院的洪啟仁院長就主動來找我，

簽定合約成為我們的合作醫院（affiliated hospital），接著國泰醫院也跟進。我們

有耕莘、新光和國泰三家主要合作醫院，他們提供了90位以上的專任師資，由醫院

負擔薪資，解決了我們PBL和臨床教學的問題，也每年提供5,000萬左右給醫學系

添購教學研究的儀器設備，並由三院醫生和老師共同進行研究計畫。

輔仁大學創建附設醫院的典故

在縝密的佈署努力之下，輔大醫學系還是被TMAC嚴格年年評鑑，一直到2007，我們被

評定為”待觀察”，也就是”未通過”的意思；我敬愛的故黃崑巖教授對我說：「你們

還是要有自己的醫院！」

雖然我們建立起臺灣第一個沒有醫院，先有醫學系的輔大醫學系，並成功地以三家主要

合作醫院共同支援醫學系的模式；而且我們以全面PBL模式教學，第一屆學生參加臺灣

醫師兩階段執照考試，得到全國第一名—被我們董事會稱為神蹟，也消除大家對小班、

自我學習方法的疑慮。可是TMAC覺得雖然哈佛大學也是以許多合作醫院來發展醫學

院，沒有自己的醫院，可是輔大這相似做法的實質意義還是有所不同，因為輔大醫學系

是靠三家醫院來支撐，仰仗三家醫院的師資與臨床資源，不但三家醫師們熱心度有差

異，在協調課程上也煞費周章，學生們穿梭各醫院也太辛苦了，更重要的是如果臺灣醫

學中心評鑑制度改變，三家醫院不需要醫學院教職和醫學生，那合作不就破局了？

所以在臺灣，醫學系還是要有自己的醫院，儘管我們和三家醫院的合作，多年來使各自

成長造成雙贏，不但為三家醫院造就許多人才，也使輔大醫學系壯大而屹立不搖。

興建輔大醫院成就個人畢生最大榮耀

這個願望也在天主保佑下完成了！我個人想到自己的信仰和使命，在醫學院長任滿前，

毅然辭掉北醫的留職，擔任輔大的醫務副校長，並在前校長退休後，很幸運被選上輔大

第七任校長，全力來籌設輔大醫院。輔大醫院在歷經10年的規劃設計，辛苦的籌款建

築，終於在2017年9月落成啟用。

興建輔大醫院是我個人最大的榮耀，完成了不可能的夢想，它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讓輔大

醫學院系完整，通過TMAC評鑑，將來成為世界一流的天主教大學醫院。蓋這醫院我殫

精竭慮，募款11億元，學校編年度醫籌處預算共12億元，其餘靠低息貸款，在沒有影響

輔大各系所的運行經費下完成，也帶給輔大未來最大的競爭力。

而最明顯的成效是我們努力興建醫院得到肯定，2009年、2011年我們醫學系評鑑得到

TMAC有條件通過，而在2013年和2017年11月完全通過TMAC的評鑑，這也是我們自始

努力不懈的初衷。不但如此，輔大醫院在兩年多來也通過了許多評鑑，包括地區教學醫

院、中度急重症責任醫院、國際醫療認證醫院、通過IRB並有創意設計中心（CFI）、運

動醫學中心、醫美中心等等，在營運績效方面，2020年5月已達現金流平衡。更重要的

是輔大醫院已收輔大醫學系的學生見習課程，並有三位PGY的實習醫生，多科有住院醫

師的訓練資格，外科已收到一名住院醫師。

TMAC的評鑑成就輔仁大學醫學院系的成長

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輔大畢業生有不少訓練有成的主治醫師，開始希望到母校附屬醫

院服務，目前輔大醫院共有11位輔大醫學系畢業的主治醫師，從我20年前到輔大服務，

到輔大醫院成功運轉，醫學系的學生有優質的醫學教育，最後認同歸屬以“輔大人”為

榮，回輔大擔任好醫院的好醫生，一方面感恩天主，和一路走來各位老師、系主任、院

長、副院長的努力付出，也要感謝TMAC評鑑要求，使我們從無變有，從有變足；從差

變好，從好變優，成就了輔大學院系和輔大醫院。

TMAC使臺灣的醫學教育被全世界所重視，使臺灣的醫生養成有高規格的標準，它在20

年來對輔大醫學系的鞭策，不但使輔仁大學有完整的醫學教育，也使輔仁大學在百年風

華時能轉型成有醫學中心等級的附屬醫院和醫療事業體系的全方位綜合大學，這是我們

要深深銘感於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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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C評鑑對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院的影響

臺灣醫學教育的五大缺乏

2011年和信醫院舉辦研討會曾邀請Taiwanese American Scholar for Medical Education 

（TASME）前來臺灣座談，當時就明確地提出臺灣醫學生的五大缺乏：缺乏好奇心

（Lack of curiosity）、缺乏創新（Lack of initiative）、被動式學習（Lecturer based, 

passive learner）、重視技巧但臨床經驗不足（Technical skill advanced, but clinical skill 

opposite）及缺乏國際觀（Lack of global vision）。

未來醫學教育全球化及醫學教育學程的國際認可已是必然趨勢，我常告訴年輕一輩的醫

師和學子們，「除了垂直移動的能力，亦要具有平行移動的能力」，這也是我在2010年

續任北醫醫學院院長時，向校方董事會提出的長期發展願景。不是要讓醫學生成為「第

一名」的醫師，而是有使命感及具人文關懷的「第一流」醫師。

醫學教育植入人文關懷的DNA

由於國內醫學生直接由填鴨式教育的高中進入醫學院，缺乏人文教育的訓練，因此我決

定在北醫醫學院成立「醫學人文學科」，使醫學人文教育的內涵有縱向整合。

2009年時獲教育部320萬之醫學人文教育教案製作整合型計畫，製作了11種核心課程及

教材，在蔡篤堅教授的努力下，舉辦了許多醫學人文與教育系列活動。

曾任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院長（2004~2013）

臺北婦產科診所生殖醫學中心 創辦人兼執行長．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曾啟瑞

2011年在當時醫學院副院長蔡尚穎、前羅東聖母醫院院長陳永興，以及創立志文出版社

的林衡哲醫師等人的協助下，醫學院正式成立「醫學人文學科」。從一、二年級的課程

「人文中有醫學」，三、四年級的課程「醫學中有人文」，到五、六年級的課程加入

「法律與倫理」的課程概念，目的是要讓醫學人文課程深植在醫學生心中，養成日後從

事醫療工作的一種習慣與態度。

    除了編撰醫學人文核心教材、創設呼吸治療博物館，也在蔡尚穎教授的努力下提倡校

外教學，學生足跡遍布淡水馬偕、花蓮門諾醫院、羅東聖母療養院、彰化基督教醫院

等。實習之前並到蔣渭水墓園巡禮，讓學生走進歷史的情境，追蹤典範的腳蹤。也舉辦

楓林漫談、楓林醫學論壇及楓林醫學人文短片影展，並帶領本校杏聲合唱團赴美國加州

大學Irvine分校（UCI）、日本東京大學、九州大學、熊本大學等姐妹校巡迴演唱。也接

待韓國首爾國立醫學大學醫學院135位應屆畢業生來北醫，與本校醫學生舉行學術交流。

一連串改革奠定北醫國際知名度

醫學系除了設立「教師發展委員會制度」（CFD），藉由錄影提供教學觀摩及演練機

會，並建立「教學型主治醫師」及教學負責人制度。另外，由胡俊弘校長從2000年開始

推動的「英靈追思會」可說是醫學系的成年禮，當解剖刀巡在大體老師身上時，除了知

識的傳承外，更昇華醫者對生命的愛惜與敬畏。而授服典禮（White Coat Ceremony）

2012年北醫舉辦醫學系學制改革研討會(曾啟瑞院長為第一排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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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令醫學生充滿期待、對未來躍躍欲試的成年儀式。1998年臺灣醫學院的第一次授服

典禮是由本人在北醫首創的重要儀式，爾後各醫學院都全起效仿，當學生穿上白袍已是

一種榮譽也是一種責任，將承擔更多病人託付及挑戰。

北醫三家附屬醫院皆有設備完整之「臨床技能中心」，以及符合全國OSCE合格考場之

認證。為了跨系所整合，本校將OSCE改為GOSCE課程（group OSCE），以符合實際

的臨床運作。另外國際性的世界醫學生聯盟（IFMSA），下設委員會包括實習醫學生研

究Standing Committee On Research Exchange (SCORE)，實習醫學生實習Standing 

Committee On Professional Exchange (SCOPE)，因本校醫學生的接待友善及全面性，

每年都獲得許多外國醫學生的青睞，常優先考量來北醫交換學習。

2013年醫學院學制改革臨床教育研討會

在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風暴發生後，讓當時TMAC及臺灣醫界深刻

反省醫學訓練的不足。2009年北醫成立一般醫學科，全臺醫學院開始推動「畢業後醫師

一般醫學訓練計畫」，成為邁向全人教育的起點。

2013年醫學院學制改革，由原本的七年制改變成六年制，與PGY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的

變革結合，以達到培養新一代全人醫療醫師的目標。

2012年北醫大醫學院再次接受TMAC評鑑

從2002年起，臺北醫學大學分別接受TMAC不同性質的評鑑：2002年第一次正式評鑑、

2003年追蹤評鑑皆為「有條件通過」、2005年的追蹤評鑑獲得「通過」，2007、

2009、2011年的追蹤評鑑皆係「維持通過」，至2012年第二次全面評鑑再度獲得「通

過」。10位委員除了聽取學校的分項簡報外，並分組至課堂與三家附屬醫院實地訪查授

課及臨床教學情形，同時也就學校對醫學系整體發展現況及未來展望，與董事會代表張

文昌董事、閻雲校長、曾啟瑞院長與林時宜主任進行晤談。由於校內長官的領導與支

持，醫學系所有教師、一校三院同仁辛勤付出，本次評鑑台北醫學大學終於順利通過。

重視教育傳承選派北醫大教育主管出國受訓

2010年3月選派醫學院及附屬醫院共三位副院長：張念中教授、連吉時教授、林裕峯教

授至哈佛大學Harvard Macy Program學習醫學教育理論、方法與實踐。並且聘請哈佛大

學醫學教育訓練課程Harvard Macy Program的Elizabeth Armstrong及Thomas Artez擔任

醫學院客座教授。2011年更送蔡尚穎副院長至英國的Dundee進行為期5天的Discovery 

Courses in Medical Education.

2010年2月出席亞太醫學教育年會並參訪國立新加坡大學

繼國立新加坡大學（NUS）醫學院院長John Wong（黃聿立）教授於2010年1月29日來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參訪，我於2月5日率領醫學院副院長張念中、醫學系主任謝銘勳、

醫學院行政老師陳榮邦、附設醫院學術副院長林時宜、萬芳醫院教研部副主任粟滿發共

六人前往國立新加坡大學附設醫院做回訪，並出席於6日、7日在新加坡大學舉行的第七

次亞太醫學教育年會（APMEC）。

John Wong院長做簡報之後，由負責醫學生課程設計的醫學院教育副院長Wong Chee 

Meng（黃智明）及負責附設醫院住院醫師訓練計畫的醫教會副主席Koh Dow Rhoon

（許道潤）分別做報告，然後由John Wong院長引導參訪，包括癌症中心、兒童癌症病

房及微創手術技能訓練中心、臨床試驗中心及醫學院轉譯醫學中心。John Wong院長並

召集附設醫院各科主任及臨床試驗中心主任與TMU代表團舉行午餐工作會報，雙方詳談

未來學術交流細節。隔天出席亞太醫學教育年會，與各國學者討論有關醫學教育改革議

題。本次參訪在教學、研究及服務三方面雙方均有收穫，對北醫大朝向頂尖大學有進一

步的實質貢獻。

2011年維也納AMEE年會

2011年8月在維也納里德會議展覽中心（Reed Messe Wien Congress Center）舉行了歐

洲醫學教育協會AMEE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歐洲醫學教育協

會是一個世界性組織，擁有五大洲90個國家的會員，成員包括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員、

行政管理、課程開發及醫學保健相關專業人員。這次約有3,000個相關人員參與此次會

議，由教育部醫教會主委賴其萬教授率團，來自臺灣的成員將近40人，北醫大代表團有

七位。除了本人，尚有醫學院副院長張念中教授、醫學系主任林時宜教授、雙和醫院學

術副院長林裕峯教授、醫學人文學科蔡篤堅教授、泌尿學科吳建志助理教授、急診醫學

科林哲瑋醫師等，經過四天的會議，大家均有豐碩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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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在北醫醫學院院長九年任內，從許多醫學教育前輩如黃崑巖、黃達夫、陳定信三位院長

及賴其萬教授等人，學習到許多醫學教育的精隨，也就是Hidden curriculum is superior 

to formal curriculum (身教重於言教)。另外從同輩醫師如林其和、楊泮池、江漢聲、林

正介、張上淳、楊仁宏等人，也學習到很多個人的特質及優點。

由於參與了一些TMAC的評鑑過程，有一年擔任訪視委員至某大學評鑑，在與該校高層

晤談前，為了訪視委員是否前往面見該校高層還是對方至TMAC指定地點進行，雙方晤

談未能有一致的觀點，TMAC基於醫學教育及專業行政倫理應優於宗教的客觀立場，而

取消與該校高層的晤談。

由此過程，本人見證了TMAC評鑑秉持著公正客觀和超然於政治、宗教的立場，堅守執

2010年2月第七次亞太醫學教育年會曾啟瑞院長(左4)與北醫與會教師合影。

行專業的評鑑工作。

另外一次到另一校訪視，由於國內醫學教育改革都還在向上提昇及轉型階段，少部分缺

失在所難免，因最終評鑑結果不如該校預期而向TMAC提起申訴，這是TMAC成立後第一

次有學校提出申訴事件。然而因為此事件，該校這幾年各方面皆有長足的進步，也算是

TMAC的評鑑效應吧!

2013年醫學學制改革會議，當年楊泮池院長的努力下終於說服大家將PGY改為兩年，

PGY Ⅰ 等於是Intern，PGY Ⅱ 可以抵某些科別的R1，免除了實習醫學生尚未有醫師執

照卻已行醫的窘境。

在TMAC多年定期的訪視及追蹤訪視中，的確讓北醫大進步了，在我2013年卸任醫學院

院長之前，北醫大在2012年的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 Life Science& 

Medicine與臺大同時進入世界百大行列。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長Robert Birgeneau 常常引述一位諾貝爾獎校友的話，並把它刻

在學校明顯之處：

I came to Berkeley as a graduate student to work with the best faculty in the world.

I return to Berkeley as a professor to work with the best students in the world.

而這位校友就是臺灣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先生。

這就是TMAC帶給北醫的影響，所謂「國之強弱，不在兵甲，不在金殼，獨在人才之多

少」。唯有從上到下共同培育人才，方能使國家的醫學專業人才能不斷進步成長，讓臺

灣和世界及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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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醫學教育的前生與今世

醫學是以人的疾病與健康為對象的學問，涵括「身體、心理、社會」3個層面。醫學的基

本內涵包括醫學知識、醫療技術、科學實證及人道倫理。而為達到培養良醫的目的，醫

學教育的內容除基礎醫學及臨床醫學的專業教育外，還須包括哲學、藝術、宗教、人文

與自然科學各領域，而一切的活動及目標，應悉以人的健康、生命與尊嚴為依歸。職是

之故，醫學教育之良窳，攸關人民、社會與國家的福址至深且鉅，自不待言。

傳統醫學教育缺乏以人為本精神

傳統臺灣的醫學教育猶如三節棍般，無法一體成形，被分為三個階段。前二年是普通科

目，通識及人文課程；三、四年是基礎醫學教育；五至七年級是包含見、實習的臨床醫

學教育。然而只被視為「營養學分」，沒有服務奉獻相關內涵的人文教育，就猶如文學

院課程；沒有臨床關聯印證的基礎醫學教育，猶如生科學院課程；而營利導向沒有深刻

倫理及專業精神，也缺乏醫療典範的臨床教育，就如同財金學院，只是學習「醫學交

易」，而非「醫學教育」。如此課程如何奢望能培育出術德兼修的良醫種子？

而痛感於美國教育部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NCFMEA)對臺灣醫學教育未建立專責醫學教育評鑑組織與制度之負評，

在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積極推動下，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 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於2000年正式成立。

慈濟教育志業執行長、慈濟大學名譽校長

王本榮

美國對醫學生的能力與行為寄予厚望

　　縱然在醫療最先進的美國，亦深感醫學教育

不夠紮實，無法達到社會、醫療專業及醫學專業

組織所期許之醫療能力及行為。美國醫學院學會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AAMC）於1996年明訂出21世紀醫學生必備4種

特質，包括利他（a l t r u i s t i c）、學術淵博

（knowledgeable）、技術純熟(skillful)及善盡職

責（dutiful）：同時也要求醫學生畢業時須具9項

能力，包括有效溝通能力、基本臨床技巧、運用科學之診療與預防能力、基本臨床技

巧、運用科學之診療與預防能力、終身學習能力、自我檢討及自我提升能力、社會及社

區背景因素分析能力、醫學倫理及醫德推動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及專業特質與角色認知

能力。美國對於醫學教育的投資不計成本、師生比極高、教學誘因豐厚、教師發展訓練

紮實，使美國能臻於「醫學一流，醫療一流」的雙刀流之境。

但相對的，由於醫療體制的設計，資本主義的運作，人權意識的抬頭及法律訴訟的繁

複，也造成醫療費用的高騰。甚至有人指出，在美國能「死」，但不能「病」。根據統

計，美國大約有16%的人民，有工作卻付不出昂貴的醫療保險費，成為所謂的貧窮工族

（Working poor），家庭健康暴露於醫療保險的安全網之外。

臺灣健保制度衍生出複雜醫病關係

相對的，臺灣健保跨過20年，依然「價美物廉」，舉世稱頌。但低價的醫療保險又要

「普渡眾生」，難免輕重不分，首尾難顧。政府無法澈底落實疾病預防及健康促進，

「老年化」使疾病變成慢性而多重，複雜且多變，癌症更是居高不下，造成醫療的沈重

負擔，甚至助長無效醫療。健保涵括輕症，但無法教育民眾「一卡在手，橫行無阻」心

態，重複診療及濫用醫療造成大量浪費。在醫院實施「服務報酬制」（physician fee）

的推波助瀾，變相鼓勵醫師「供給創造需求」，營造診治的「假性需求」，違反實證醫

學的原則，進行許多不必要，甚至有害的檢查治療，有效及重症的醫療反而被嚴重的排

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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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及利己主義的盛行，讓醫學生失去對人的關懷之「初心」；科技儀器的進步，造成

新一代醫師淪為科技的奴隸，喪失臨床診療的基本功；一昧追求專業知能，忽視人文及

倫理素養，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與緊張，使醫師關心「病」重於「人」，也容易衍生醫療

糾紛。如果說處於政府健保管控邏輯與醫院營運邏輯之間是「兩面作戰」，現代的醫師

又得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醫學知識及無限上綱的醫療責任，可以說是「四面楚歌」了。

TMAC大大助益臺灣醫學教育改革

為了因應臺灣複雜難解的醫療生態，根深蒂固的教育心態，以及適應高科技的醫療時

代，TMAC引導深度人文教育，醫師價值觀的確立，養成主動學習、終身學習的態度，

重視邏輯思考的訓練，早期接觸臨床、基礎與臨床課程的整合，臨床技能的訓練，醫學

倫理的實踐，專業精神的發揚，社區醫學、預防醫學及健康促進責任的加強，都成為臺

灣各校課程改革的大方向。

由於歷屆TMAC主委、執行長、委員及眾多醫學教育先進20年努力持續的耕耘下，

TMAC已3度獲得美國教育部NCFMEA的認可，2019年更獲得WHO相關非政府組織—世

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的認可殊榮

(Recognition of Accrediting Agency)，為臺灣醫學教育豎立了重要的里程碑。

設計與執行促成TMAC評鑑功能的發揮

個人20幾年來，膺任小兒部主任、醫學系主任、醫學院院長、大學校長，經歷過醫學中

心評鑑、TMAC、TNAC、系所評鑑、校務評鑑，還有其他的體育、環境、學務、性平、

服務學習等大小評鑑，可以說是身經百戰的「被評鑑專家」。教育評鑑的設計與執行，

是評鑑功能是否發揮的關鍵。美國評鑑專家史克立芬（Micheal Scriven）曾說：「評鑑

的目的不在證明什麼，而在於求改進」。適切而有效的評鑑應兼有合理性、具體性、可

行性、客觀性、精確性的特性，才能達到管控教育品質及改善教育問題的功能，同時達

到激勵教學動能與革新教育體制的功用。

在所有的評鑑中，TMAC無疑是最複雜及困難，也是最成功的。雖然常自嘲自己是「評

鑑不能移」，我非常感恩TMAC的評鑑與執行，讓慈濟大學的醫學教育能走在正確軌道

上，不但讓學校及董事會對現代醫學教育的走向有更正確的認識，更能藉由課程的設計

與制度的運作，改變學生學習的習性、教師教學的慣性與行政體制的惰性，更有助於打

通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的經絡，化解學校與醫院因目標不同產生的糾結。

改革永遠是非常困難的，必須審時度勢，既要「治標」，又要「治本」，否則就很容易

變成「標本」。由於TMAC的引導評鑑，醫學教育更能因勢利導，使新世代的醫師能够

以人為本，尊重生命，能適當地運用科技而不受制於科技，重建診療信心，再建醫病關

係。

期許TMAC持續綻放燦爛的光輝

TMAC在許多醫學教育先進的籌劃與努力下，沒有成為「先烈」，而成為「先驅」，更

接軌國際，同步主流，廣獲讚譽，實是了不起的成就。而作為臨床醫師及醫學教育工作

者，自然期待評鑑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永遠能「百尺竿頭更進步，十方世界現全

身」。評鑑是一種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的機制，評鑑指標也應逐步從投入層

面（Input），著重過程（Process）到最終目的的產品（Output）認證。但評鑑個別學

校「畢業生表現」難度太高，也容易淪為主觀操作。

建議TMAC在現階段是否能以問卷方式，普查各醫學中心資深醫師對新世代醫師的專業

知能、邏輯思考、人文精神、學習動機、醫病關係作出評價，並提出建設性意見供

TMAC參考。「六加二」學制，學校與醫院醫學教育如何統合與銜接，也是另一個面對

的考驗。而未來評鑑，建議更深化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形成性評量（F o r m a t i v e 

assessment），以大數據分析學生學習軌跡的即時性評量；甚至應用集體協作互動平

臺，多元觀點與意見的「維基式動態性評鑑」（Wiki evaluation），也許都是未來可考

量的方向。

最後，謹祝TMAC 20歲生日快樂，臺灣醫學教育日新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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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ring for

TMAC 20年

每一年的耕耘都收穫豐盈

每一屆的努力都見證精彩

展現臺灣醫學教育的豐碩成果，培育無數良醫

讓臺灣的優質醫療在國際間綻放光芒

TMAC

堅定守護臺灣醫學教育品質，

昨天、今天、明天

始終如一

見證
「高雄醫學大學校史暨醫學人文館」提供_割膚之愛

出處： 拍攝自國立臺灣大學醫學人文博物館展示之邱文雄醫師雕
塑作品「醫師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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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C大事紀

1998
10月 教育部委託黃崑巖、李

明 亮 等 教 授 赴 美

NCFMEA答辯，獲non-
comparable結果。

2000
8月 1日國衛院與教育部完成委

託執行醫學院評鑑工作之

合約。

9月 29日TMAC召開第一次委
員會議。

10月 第一次評鑑說明會。

2002

3月 黃崑巖教授與何曼德院士代表前往
美國NCFMEA答辯。

3月 國衛院召開NCFMEA認可通過記者
會。

5月 接獲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函轉，
T M A C首次獲得美國教育部
NCFMEA評議為「可相比擬」(表
示與美國評鑑制度可相比）。

1999
5月 教育部委託國衛院進行醫學院評

鑑規劃工作，由黃崑巖教授擔任

召集人，成立規劃委員會，蒐集

國內外評鑑資料、訂定評鑑手

冊、評鑑準則及程序。

7月 25-30日黃崑巖教授經AMC同
意，受邀以觀察員身分參加AMC
於U n i v e r s i t y  o f  W e s t e r n 
Australia的實地評鑑。

2001
4月 首次訪視評鑑訪視（第一梯

次受評學校為台大、陽明、

長庚）。

4月 香港學審局（HKCAA）主
席梁智仁教授、總幹事黃蕙

心來臺觀摩TMAC評鑑。

2003
3月 黃崑巖教授撰寫醫學教育白皮書

（教育部依此訂定六年醫學教育改

進計畫）。

3月 黃崑巖教授受邀參加WFME 舉行之
Globa l S tandards in Med ica l 
Education for Better Health Care會
議。

8月 黃崑巖教授任第二屆主委。

9月 NCFMEA前主席Dr. William Deal來
臺觀察TMAC於中國醫大的訪視。

▲ 2002年國衛院召開通過NCFMEA記者會。

▲ 2002年訪視小組講習會。 ▲ 2004年Dr. Hans Karle 
來訪。

▲ 2001年香港學審局來訪。

▲ TMAC第一屆委員會。

▲ 2003年實地訪視(委員與校方代表晤
談)。

▲ TMAC實地訪視安排訪視委員與醫學
生午餐晤談。

▲ 2003年美國教育部NCFMEA 前主席Dr.William Deal
來臺觀摩TMAC於中國醫大的訪視。

2006
3月 TMAC增設執行長一職。

8月 黃崑巖教授出任第三屆主委，賴其萬
教授出任執行長。

2007
9月 黃達夫院長、賴其萬執行長再次代

表前往NCFMEA報告近況。

10-12月 實施六年醫學教育改進計畫中程目
標評鑑。

2004
3月 WFME主席Dr. Hans Karle訪臺，拜會教

育部長、外交部長，參訪5間醫學校，允
諾積極促進TMAC參與WFME活動。

9月 黃崑巖主委與賴其萬執行長赴NCFMEA
報告近況。

2005
10月 實施教育部六年醫學教育改進計畫近程

目標評鑑。

12月 TMAC遷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第五篇 TMAC 大事紀

見證｜Caring for Education

▲ 2005年TMAC第二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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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4月 舉辦「東亞脈絡醫學教育國

際會議」。

6月 TMAC正式成為AMEWPR諮
議委員會成員（自此每年參

加Adrisory Board Meeting）

8月 賴其萬教授出任第五屆主
委、林其和教授出任執行

長。

11月 日 本 醫 學 院 評 鑑 委 員 會
（JACME）來訪請益。

2013
4月 賴其萬主委、林其和執行長赴NCFMEA報告近況。

5月 賴其萬主委受AMEWPR邀請參加薩摩亞之醫學院
實地訪視。

 完成新制評鑑準則及自評格式修訂。

9月 成立申訴評議委員會及申訴制度。

9月 舉辦新制評鑑準則及自評報告實施說明會。

10月 新制準則及自評格式於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長會議
報告，正式公布。

11月 賴其萬主委二度受邀請至韓國國會演說介紹TMAC
制度。

▲ 2011年劉克明教授受AMEWPR邀請參加外蒙古
醫學院的實地評鑑小組。

▲ TMAC第五屆委員會。

▲ 2012 TMAC舉辦東亞醫學教育學術研討會(邀請AMEWPR 會員的北
京、日本、韓國及臺灣等代表演說)。

2011
6月 賴其萬執行長於韓國舉辦之AMEWPR大會中受邀演說，介紹臺灣醫

學教育評鑑制度。

8月 賴其萬執行長受邀至韓國國會，分享臺灣醫學教育評鑑制度與經驗。

10月 劉克明委員受WPAME邀請，參加外蒙古醫學院實地訪視。

第五篇 TMAC 大事紀

見證｜Caring for Education

▲ 2013年賴其萬主委與林其和執行長赴美NCFMEA 答辯
與Dr. Hong-Silwany (NCFMEA現任Executive Director 
of Office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合照。

2009
3月 第二度獲得美國教育部NCFMEA認可結果（賴其萬執行

長、林其和委員前往答辯）。

7月 舉辦國際醫學教育暨評鑑國際會議，邀請LCME二位秘書
長Dr. Dan Hunt、Dr. Barbara Bazansky與副秘書長Dr. 
Robert Sabalis、FAIMER主席Dr.John Norcini演說。

8月 黃達夫院長出任第四屆主委，賴其萬教授出任執行長。

10月 賴其萬執行長與劉克明委員代表TMAC觀摩美國LCME的
醫學院實地評鑑。

10-12月 實施六年醫學教育改進計畫遠程目標評鑑。

2008
7月 首次以觀察員身分參加

AMEWPR（WFME西太平
洋區域分支）諮議委員會

議（A d v i s o r y  B o a r d 
Meeting）。

9月 賴其萬執行長、宋維村委
員代表前往NCFMEA報告
近況。

2010
2月 賴其萬執行長與劉克明教授觀摩LCME評鑑結果實證

會議。

3月 啟動評鑑準則全面修訂工作，邀請LCME準則修訂委
員會主席Dr. Michael J. Reichgott來臺指導準則修訂。

8月 TMAC 賴其萬執行長與劉克明委員列席參加AMEWPR
諮議委員會議。

11月 舉行TMAC新制評鑑準則座談會，邀請各校代表與
會。

▲ 2009年TMAC舉辦醫學教育評鑑國際研討會邀請
LCME秘書長與副秘書長來台分享LCME評鑑制度。

▲ 2010年邀請LCME卸任主委Dr. Michael J. 
Reichgott來台協助準則修訂工作。

▲ 2010年8月賴其萬教授與劉克明教授列席 AMEWPR 
諮議委員會議。

▲ 2009年醫學教育評鑑國際研討會邀請講者和與會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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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5年賴其萬教授受邀參加
2015 AMEWPR與KIMEE之醫學
院聯合評鑑。

▲ 2017年邀請Dr. Dan Hunt 來台與TMAC交流座談。 ▲ 2017年2月 賴其萬教授、林其和教授與劉克明
教授參加 WPAME諮議委員會議，參觀 WHO 
Manila 分部。

2015
8月 林其和教授出任第六屆主委、張

上淳教授出任執行長。

12月 賴其萬教授接受A M E W P R邀
請，參加韓國某醫學院申請之外

部評鑑。 

2016
4月 新制自評報告格式再修訂（當年實施），

訂具體化之評鑑要點和佐證資料。

2018
1月 張上淳執行長、楊仁宏委員代表參加

WPAME（原名稱AMEWPR）諮議委員
會議。

8月 林其和教授出任第七屆主委、張上淳教
授出任執行長。

9月 因應高教品保政策改為自願型評鑑，
TMAC評鑑更名為「醫學教育品質認
證」，並改為申請收費制。

12月 WFME認可小組來臺，實地訪評TMAC
認證程序與制度（觀察實地訪視程序、

認證決議程序）。

2020
1月 張上淳教授接任第七屆主委，楊仁宏教

授接任第七屆執行長。

1月 認證準則與自評格式2020版公布實施。

1月 張上淳主委、楊仁宏執行長代表參加
WPAME Advisory Board Meeting報告
臺灣醫學教育及評鑑近況。

3月 接受WFME年度書面追蹤審查（結果為
satisfactory）。

4月 教育部委託TMAC預評估及參與審查大
學校院增設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之申
請案。

2017
1月 邀請Dr. Dan Hunt來臺與TMAC交流

座談申請WFME認可經驗。

5月 賴其萬前主委受邀於世界衛生高峰
會（WHS）擔任講者，演說介紹臺
灣醫學教育評鑑制度與發展。

9月 接受美國教育部NCFMEA評議，第
三度獲認可。

11月 向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FME）
提出認可申請。

2019
4月 林其和主委受邀於韓國舉辦的

WFME World Conference，演說
分享TMAC準備WFME認可之經
驗。

4月 接獲WFME通知TMAC獲得無條件
認可，效期10年。

5月 呂佩穎委員受邀成為WFME評鑑
委員。

12月 認證準則完成第二次全面檢討修
訂。

第五篇 TMAC 大事紀

見證｜Caring for Education

▲ 2016年TMAC第六屆委員會與張步良教授(前排右2)
合影。

▲ 2018年第七屆委員會第1次會議合影。

▲ 2018年WFME認可委員與TMAC訪視小組合影。

▲ 2019年WFME World Conference 林其和主委等與主
席Professor David  Gordon合照。

▲ 呂佩穎教授與WFME相關委員合照。

2014
1月 新制評鑑準則、自評格式開始實

施。

3月 函請各校推薦評鑑委員人才庫，
更新評鑑人才庫（自此每3年更
新）。

6月 在臺北主辦AMEWPR諮議委員會
會議暨醫學教育國際會議。

9月 舉辦受評學校說明會與訪視委員
共識營(自此每年舉辦)。

▲ 2014 AMEWPR Advisory Boad 
Meeting Taipei Taiwan。

▲ 2014年6月TMAC主辦  AMEWPR諮議委員會議暨醫學教育國際會議，
AMEWPR及SEARAME會員國與會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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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篇 歷 屆 委 員 會 名 單

鴻爪｜Caring for Education

歷屆委員會名單   

第一屆委員會名單

任期自民國89年8月1日至92年7月31日

第三屆委員會名單

任期自民國95年8月1日至98年7月31日

第二屆委員會名單

任期自民國92年8月1日至95年7月31日

第四屆委員會名單

任期自民國98年8月1日至101年7月31日

主     委

黃崑巖 

委     員

張仲明

何曼德

黃伯超

黃達夫

胡俊弘

王乃三

張心湜

陳定信

賴其萬

謝博生

主     委

黃崑巖 

執行長

賴其萬

委     員

王國照

宋維村

吳妍華

林其和

洪    蘭 (任期中請辭委員，任期至98.3.31)

陳永興 (任期中請辭委員，任期至96.07.31)

陳定信

黃達夫  

劉克明

主     委

黃達夫

執行長

賴其萬

委     員

宋維村

邱鐵雄

吳妍華

林其和

陳定信

鄒國英

黃崑巖

廖運範

劉克明

羅竹芳

蘇益仁

主     委

黃崑巖 

委     員

王國照

吳妍華

胡俊弘

林其和

陳定信

許重義

黃達夫 

黃伯超

張仲明

賴其萬 

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序 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序

229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20週年紀念專刊228



第 六 篇 歷 屆 委 員 會 名 單

鴻爪｜Caring for Education

第七屆委員會名單

任期自民國107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

第五屆委員會名單

任期自民國101年8月1日至104年7月31日

第六屆委員會名單

任期自民國104年8月1日至107年7月31日

主     委

林其和 (任期中請辭主委，任期至108.12.31止)

張上淳 (自109年1月1日起接任主委，任期至110年7月31日)

執行長

張上淳 (執行長任期至108年12月31日止)

楊仁宏 (自109年1月1日起接任執行長，任期至110年7月31日)

委     員

方基存

朱宗信

呂佩穎

林文琪

林啟禎

陳維熊

陳震寰

黃天祥

曾芬郁

楊仁宏

楊令瑀

司徒惠康 (任期中請辭，委員任期至109.4.14日止)

蔡淳娟 (任期中請辭，委員任期至109年1月1日止)

主     委

賴其萬  

執行長

林其和

委     員

方基存

宋維村

邱鐵雄

林秀娟

陳定信

鄒國英

陳震寰

劉克明

黃俊傑

楊仁宏

羅竹芳

主     委

林其和 

執行長

張上淳

委     員

方基存

何明蓉

林秀娟

陳維熊

陳震寰

黃天祥

楊仁宏

鄒國英

司徒惠康

劉克明

賴春生

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序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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