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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臺灣醫學教育數據資料庫
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文／劉克明‧高雄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如往常，每年4月是臺灣重要的考試季節

學系學生，其在學成績表現與畢業後臨床醫療照

之一，全國各大學校院系皆在辦理招生

護表現之間的相關性為何？在各醫學院評鑑訪視

入學考試第二階段測驗，大部分學校都採取考生

報告中，也建議受評的醫學系要評估不同管道入

與考官直接面對面的面試方式，挑選適當的入學

學生的學業表現。

一
生。

全國大學醫學系也不例外。「臺灣醫學院評鑑
委員會新制評鑑準則（2013版）」3.0條文明訂：

為了提供不同管道入學醫學生與其學業表現是
否優越的相關性，必須要有醫學教育相關的數據
資料庫作為佐證，才能有明確的結論。

「挑選醫學生時，醫學系可以使用多種方法，但

和能力（例如智慧、廉正和適宜的個人情緒與特

那一種招生入學管道
對醫學生的表現具有預測性？

質），以成為良好及有效率的醫師。」各醫學系

根據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研究所畢業生張簡育

皆根據此條文，用心規劃挑選醫學生的策略，針

婷的碩士論文〈多元入學管道與在校成績之關

對個人申請甄選與繁星推薦等推甄的考生，採取

係――以國立中央大學為例〉，結論之一為「控

半結構式或結構式的面談、小組討論觀察等公開

制總學測成績後，發現經由個人申請入學之學生

公平的測驗辦法，謹慎篩選並錄取最具良醫特質

的學業表現不顯著異於經由指考入學的學生。」

及適合接受醫學教育的學生入學就讀，冀以培育

但在醫學系學生的學業表現，是否也是同樣的情

出符合社會期待的良醫。

形？

這些方法應確保選定的醫學生具備必要的特質

針對不同入學管道的高中畢業生進入醫學系就

建立數據資料庫
提供醫學系錄取學生表現優越的佐證

醫學系全面評鑑報告為例，該系曾對所挑選醫學

目前醫學系招收學生的入學管道與一般大學皆

生的過程與結果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在校成績、

相同，亦即除了上述的繁星推薦生及個人申請甄

國家醫師執照考試成績，以及在語言、志工服務

選生外，尚包括大學指考分發的指考生。醫學院

與醫學人文課程等表現，甄試生均高於指考生。

評鑑委員會非常重視這些不同招生管道入學的醫

但指考生參與體育類社團則明顯比甄試生多。

讀後的學業表現，以2016年醫評會公布之某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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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前文的比較可以明顯發現，經由不同招生

醫學生，從入學到完成初級的醫師資格，每人花

管道入學的臺灣一般大學校院系學生與醫學生的

費包括生活費用等共約180,000英鎊。然而，此

在學表現，並沒有一致的結果，此或可作為何種

一每年大約15億英鎊的巨額投資，並未有組織化

招生管道最具有預測性的結論。

的研發部門進行長期檢討與追蹤研究。而且在挑

臺灣雖然已有醫學校院針對不同招生管道入學

選醫學生的決策時，所依據的數據從來就沒有被

的醫學系學生，進行在學期間的各面向表現分

系統化地收集，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醫學教育

析，但校數及醫學生人數樣本皆不夠多。更進一

中，一直缺乏紮實的縱向研究。

步言之，自不同招生管道入學的醫學生，其國家

由於英國缺乏這類的廣泛性研究，2014年被英

醫師執照考試的通過率與畢業後的臨床醫療照護

國評估高等教育機構的研究卓越系統――研究

品質表現，與各種入學管道之相關性為何，迄今

卓越架構（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簡稱

也尚未建立醫學教育相關的數據資料庫，以致無

REF）確認為醫學教育領域學術成果的弱點。此

法提供大量數據進行系統化分析，以佐證何種管

外，部分較罕見的事件，例如半途離開醫學院訓

道的醫學系入學生，其學業表現與畢業後臨床表

練課程或是否適合執業等問題，也需要各校合作

現皆最佳，相當可惜。

整理出足夠的數據，以進行評估。
有 鑑 於 此， 英 國 醫 學 總 會（General Medical

醫學生入學、在校成績與畢業後表現

Council， 簡 稱GMC） 在 依 據《1983年 醫 療 法 》

為了確保醫學教育成果的品質與品質的持

（Medical Act 1983） 執 行、 協 調 與 持 續 提 升 各

續 改 進 （Quality assurance and continuous quality

階段醫學教育的標準下，依循《數據保護法》

improvement），目前已有數個國家，例如英國、

（Data Protection Act） 規 範， 合 法 應 用 醫 學

澳洲、紐西蘭、美國等，建立連接醫學教育成果

生和醫生個人資料，建立一個連接教育成果的數

的數據資料庫，可以在醫師培訓的各階段（醫學

據庫，以在醫師培訓的每個階段探討政策改變對

院教育、基礎學院和畢業後培訓計畫），個別與

醫學教育成果的影響。

整體地探討醫學教育與醫療政策改變的影響。

英國醫學總會依據政府法源建立了英國醫學教

2018年1月，英國蘇格蘭坦地大學（University of

育數據資料庫，其目的在透過整理和整合全國醫

Dundee, Scotland, U.K.）Dr. Johnathan S Dowell等

學院醫學生的大規模數據資料庫，實現高品質的

人於醫學教育期刋Medical Teacher 分享其建立英

縱向研究，冀以解決從醫學生的挑選，縱貫醫學

國醫學教育數據資料庫（United Kingdom Medical

院的教育和畢業後的培訓，直到其臨床執業和病

Education Database， 簡 稱UKMED） 的 經 驗。 筆

人照護的結果等重要研究議題。

UKMED內容

者獲得同意，謹將英國醫學教育數據資料庫建立

●

的過程與實際的應用摘要敘述如下，以供臺灣醫

在創辦階段的試行期間，英國醫學教育數據資

學教育界參考。

料庫成功取得2007年和2008年開辦的醫學院學生
數據。從2017年開始，該數據資料庫包含從2007

英國醫學教育數據資料庫（UKMED）

年到2014年開辦的醫學院學生數據，以及自2012

Dr. Dowell等 人 提 及， 目 前 英 國 約 有7,800位

年 開 始 於 執 行 全 國 訓 練 調 查 （National Training

36 第73期 107.5

NO73b.indd 36

2018/4/26 下午 05:25:36

Survey）的年度人口普查時，向英國醫學總會申

傳統∕整合∕問題為導向的課程等；使用一系列

報的畢業後醫學教育數據，這些全部被列為受訓

成果衡量標準，評估畢業生的素質差異，包括專

醫師的數據資料。總計可分為以下幾部分：

科醫師考試成績、專科選擇或適合執業事項等。

1.高 等 教 育 統 計 局（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迄今已有不少申請應用英國醫學教育數據資料

Agency，簡稱HESA）的數據：包括醫學院校的

庫的研究計畫案被接受，當中亦有與醫學教育及

入學學生數（包含是否成功完成醫學教育課程的

醫療品質持續改進有關的研究主題，例如從英國

學生）、人口統計學的數據（包含種族和社會經

醫學院入學生的入學情況，預測是否適合執業等。

濟地位的衡量）、醫學生入學資格的數據（A級
∕更高級或相同等級）。
2.醫學院校在選擇學生過程中，所使用的性向

成立跨校合作聯盟
建立臺灣醫學教育數據資料庫

測驗供應機構的數據：包括英國臨床能力性向測

為了個別與整體探討在醫師培訓的各個階段，

驗（UK Clinical Aptitude Test，簡稱UKCAT）與大學

醫學教育與醫療政策改變對醫學教育品質與成果

畢業生醫學院入學考試（Graduate Medical School

的影響，已有數個國家建立醫學教育數據資料

Admissions Test，簡稱GAMSAT）。

庫。其中，英國醫學教育數據資料庫的建立過程

3.申請基層醫師培訓的數據：包括情境判斷測

與內容範圍相當詳實，而且已經有應用該數據資

驗（Situational Judgment Test）分數與教育表現評

料庫的研究論文發表，應可提供其他國家參考。

估（Educational Performance Measures）。

未來臺灣醫學教育機構或學者學家要探討各醫

4.畢業後指標中，受訓者進步的數據：包括

學系的教育目標，是否已達成「臺灣醫學院評鑑

從醫學院院長委員會和地區教育培訓委員會取

委員會新制評鑑準則（2013版）」所明訂的醫學

得 的「 能 力 進 步 年 度 回 顧 」（Annual Review of

系基本醫學教育目標――培養優秀和稱職的醫

Competence Progression， 簡 稱ARCP） 的 結 果，

師，使其於一般醫學知識與技能上，表現專業素

以及申請國家招募專科醫師培訓計畫的結果。

養和追求卓越特質，此必須要有客觀且準確的數

5.英國醫學總會所主管的適合執業的數據：包
含申請暫時註冊與執業執照的適合於執業的聲
明，以及其他適合執業的數據。

據以供佐證。
筆者謹建議全國醫學系能成立跨校合作聯
盟， 一 起 建 立 並 擴 充 臺 灣 醫 學 教 育 數 據 資 料

6.英國醫學總會全國訓練調查（GMC’s National

庫（Taiwan Medical Education Database ， 簡 稱

Training Survey，簡稱NTS）所獲得的全國醫師接

TMED），從醫學生入學測驗成績、入學管道、

受訓練經驗的數據。

學生學業成績、臨床技能測驗表現、學生課程評

●

UKMED應用範圍

估及回饋、二階段國家考試結果、畢業生問卷調

英國醫學教育數據資料庫現已廣泛被應用於促

查、畢業生就業地點、畢業生就業型態、畢業生

進新的與更細節的研究領域，例如：招收和挑選

選科及畢業後之臨床表現等面向收集數據資料，

醫學生的機會公平性，與影響畢業生素質和勞動

並進行統計分析。

力的問題；評估大學教育變化或改變的影響，例

唯有應用數據資料庫的大數據研究結果，才能

如比較大學畢業後和高中畢業直接入學學制，或

以實證去證明臺灣那一種醫學生入學管道能夠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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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挑選出具備智慧、正直、人際關係佳和情緒隱

會（TMAC）的答辯書內容，提出的質疑之一為

定等特徵的醫學生，並能預測其在學業表現與畢

「如何運用學測的資料，評估醫學院實際招生的

業後執業表現等相關性，冀以判定基本醫學教育

品質？」醫評會也就可以運用臺灣醫學教育數據

目標的達成程度。

資料庫的數據，提供明確答案。

而此臺灣醫學教育數據資料庫的建立，也能

此外，臺灣醫學教育數據資料庫不但可證實醫

提供外國高等教育部門與機關對臺灣醫學教育

學系選擇醫學生的方法具有準確預測性，能提供

狀況的了解。例如2017年，美國教育部國外醫

臺灣高等教育主管部門決策參考，也可提供國

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 （U.S. Department

內、外醫學教育學者專家進行臺灣醫學教育成果

of Education Office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等研究的重要資源與參考資料。

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簡稱NCFMEA）對於臺灣醫評

總而言之，建立臺灣醫學教育數據資料庫是重
要的，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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