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大醫學院教師培訓課程歷年演講題目及講者(自 93 年起) 

 

93年 

93年 6月 5日   全人醫療的教學與評量 

日本國之全人醫療訓練的規劃、訓練與執行現況           小泉俊三醫師 

澳洲之全人醫療訓練的規劃、訓練與執行現況             Dr. Diana O'Halloran 

一般醫學教育之規劃與展望                             許宏遠教授 

臨床能力評估                                         梁繼權副教授 

一般醫學教學工作坊                                   賴其萬教授 

 

 

94年 

94年 5月 1日   PBL教案編寫工作坊 

How and what should I teach in real PBL tutorial?         關超然教授 

Hands- on tutorial group activity                       關超然教授 

How do I design PBL problems in a pragmatic manner?     關超然教授 

Hands-on group activity                              關超然教授 

 

 

94年 7月 9日   教學工具應用技巧與規範 

簡報技巧                                             符文美教授 

簡報技巧（影像處理）                                 陳世杰醫師 

教學媒體之科技應用                                   呂志成組長 

簡報製作之智慧財產權考量                             陳李魁醫師 

 

 

95年 

95年 6月 24日   Medical Informatics 

醫學資訊遨遊                                         陳恆順醫師 

醫圖：您永遠的資源寶庫                               應家琪小姐 



多媒體在教學上的應用                                 李世忠教授 

如何在短時間將課程製作成數位內容 

 

 

96年 

96年 5月 5日   醫用英文座談會 

如何用外文演講                                      何任遠副教授 

如何用英文教醫學相關英文                            何任遠副教授 

 

 

97年 

97年 1月 20日   小班問題導向學習之新發展 

他山之石－高醫 PBL 國際研討會所見所聞                 余坤興 

參與高醫 PBL 國際研討會經驗分享                       張榮晉 

臺大 PBL 未來展望                                     梁繼權 

陽明大學 PBL 經驗分享                                 黃志賢 

 

97年 1 月 26 日   你想有輕鬆而有力的聲音嗎？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for powerful voice                蕭自佑教授 

開心尋找自己的聲音                                   周明宇老師 

 

97年 8月 30日   小班教學指導老師教學研討會 

小班教學與問題基礎的學習                        梁繼權 

小班教學的團體動態                              陳世杰 

小班教學教案之編纂及評估                        許  駿 

資深老師經驗分享醫二                           張志豪 

資深老師經驗分享醫三                            鄭文誠 

資深老師經驗分享醫四                            邱政偉 

經驗傳承與實務探討醫二                          謝正宜 

經驗傳承與實務探討醫三                          婁培人  陳世杰 

經驗傳承與實務探討醫四                          許  駿   

 

97年 12月 6日   臺大醫學院 97學年度新進教師教育研習核心課程 



課程設計簡介                                 梁繼權教授 

教學目標的確立與相關方法之選擇               鄒國英教授 

促進教學成效之實用法則                       劉克明教授 

醫學教育之學術研究                           何明蓉助理教授 

臨床教學之回饋技巧                           楊志偉醫師 

評量                                         王維典醫師 

分組討論-基礎組                              蔡甫昌副教授、葉啟娟醫師 

分組討論-臨床組                              梁繼權教授、楊志偉醫師 

分組討論-其他學系組                          王維典醫師、李雅玲老師 

綜合討論                                     黃冠棠主任 

 

97年 12月 20日   醫學倫理教學國際研討會 

Building a Bridge from the Academy to the Clinic:       Christine ar  Harrison, Ph.D.                                            

Bioethics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Joint Centre for Bioethics and the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From caring for patients to caring about the             James Dwyer, PhD. 

world: expanding the scope of medical ethics 

education. 

The case for teaching medical ethics along              Miran Epstien, MD, PhD. 

with its history.                                 

The current trends of Medical Ethics                   Ivo Kwon MD, PhD. 

Education in Korea. 

Why do we use dramatized cases in                    Hattori Kenji, MD, PhD. 

medical ethics classes?                            

Some national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Daniel Fu Chang. Tsai, MD, PhD 

medical ethics education in Taiwan.                      

 

 

98 年 

98 年 4 月 11 日    臺大醫學院 98 年度醫學教育研習會 

楊泮池院長:臺大醫學院教育與研究的          楊泮池院長 

未來發展方向~我的看法 

天長地久的志業:談研究生的指導與跨          陳建仁教授 

領域研究團隊的建立 

從心理輔導談因材施教與研究生指導          吳英璋教授 



如何帶領研究生                            王榮德教授 

 

98 年 9 月 12 日  小班教學指導老師教學研討會 

小班教學與問題基礎的學習                        梁繼權 

小班教學的團體動態                              陳世杰 

小班教學教案之編纂及評估                        許  駿 

資深老師經驗分享醫二                           許博欽 

資深老師經驗分享醫三                            鄭文誠 

資深老師經驗分享醫四                            邱政偉 

經驗傳承與實務探討醫二                          謝正宜 

經驗傳承與實務探討醫三                          婁培人  陳世杰 

經驗傳承與實務探討醫四                          許  駿  陳石池 

 

98年 9月 19日  臺大醫學院 98學年度醫學教育暨新進教師研習會 

台灣醫學教育當前議題與展望                      楊泮池院長 

卓越教學的公開秘密及台灣大學的教育資源          莊榮輝教授 

如何做個好的指導教授                            何弘能副院長 

教學成果之發表                                  梁繼權教授 

課程設計簡介                                    王維典講師 

教學目標之確立與方法之選擇                      葉啟娟醫師 

教學之評量                                      高芷華醫師 

臨床教學之回饋技巧                              楊志偉醫師 

醫學教育之學術研究                              何明蓉副教授 

學術倫理及研究計畫倫理審查                      蔡甫昌副教授 

 

 

99 年 

99年 4月 24日  臺大醫學院 98學年度醫學教育研習會-博物館與醫學教育 

博物館活動:由研究到展示                          馬場悠男教授 

醫學博物館在醫學教育的角色:日本經驗              森谷卓也教授 

台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的任務與功能展望               吳寬墩教授 

台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的教育計畫:體驗學習            梁繼權教授 

 

99年 6月 12日  臺大醫學院 98學年度醫學教育研習會-體驗學習 



體驗學習是什麼                                   梁繼權教授 

服務學習在臨床前課程之安排                       周穎政主任 

服務學習對於人生的影響-莫忘初衷                  陳維熊主任 

體驗學習親體驗                                   何明蓉副教授 

 

99年 8月 10日  2010 臺大醫學院醫學系「習醫先修體驗學習營」 

專題演講                           梁繼權教授  

體驗學習活動規劃與共識                          葉啟娟醫師 

 

99年 9月 4日  小班教學指導老師教學研討會 

小班教學與問題基礎的學習                        梁繼權教授 

小班教學的團體動態                              陳世杰醫師 

小班教學教案之編篡及評估                        許駿醫師 

資深導師經驗分享(第二導師)                      廖士程 

醫二小班老師經驗傳承與實務探討                  謝正宜、曾芬郁 

醫三小班老師經驗傳承與實務探討                  婁培人、陳世杰 

醫四小班老師經驗傳承與實務探討                  許駿、陳石池 

 

99年 9月 11日  臺大醫學院 99學年度醫學教育暨新進教師研習會 

Teaching Portfolio 之理論與實務                      莊榮輝主任 

教師授課著作權需知                                蔡明誠院長 

數位教學新紀元                                    岳修平教授 

數位教材製作、課程設計推動                        李鎮宇經理 

課程設計                                          梁繼權教授 

教學目標之確立與方法之選擇                        葉啟娟醫師 

教學之評量                                        高芷華醫師 

臨床教學之回饋技巧                                蔡詩力醫師 

教學心得分享                                      孫秀卿老師 

 

 

100年 

100年 2月 8日  臺大醫學院 99年 OSCE評分教師核心課程 

OSCE 在國際的現況與台灣國考之規劃                朱宗信教授 

OSCE 藍圖與考題規劃及考場配置                    蔡詩力醫師 



 

100年 2月 10日  臺大醫學院 99年 OSCE評分教師核心課程 

OSCE 教案的設計與撰寫                           王維典醫師 

標準化病人的儲備與培訓                           蔡詩力醫師 

 

100年 2月 11日  臺大醫學院 99年 OSCE評分教師核心課程 

OSCE 考官評分訓練                              王維典醫師 

考官的責任與義務                                陳彥元醫師 

 

100年 2月 16日臺大醫學院 99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卓越教學經驗分享 

卓越教學經驗分享                               黃勝堅助理教授 

 

100年 4月 7日  100學年度評估技巧師資培育研習營 

評估工具介紹與實務運用:CbD 及 360 度評量         蔡詩力醫師 

 

100年 4月 11日  100學年度評估技巧師資培育研習營 

評估工具介紹與實務運用:DOPS                    楊志偉醫師 

 

100年 4月 14日  100學年度評估技巧師資培育研習營 

評估工具介紹與實務運用:Mini-CEX                陳彥元醫師 

 

100年 4月 9日  臺大醫學院 99學年度醫學教育研習會-學習成效評量 

大學教育是提昇生命的偉大志業                   黃俊傑院長 

什麼是學習成效評量                             邱于真副組長 

教師如何評分                                   李紋霞副組長 

如何面對學生評鑑                               莊榮輝主任 

 

100年 6月 14日  臺大醫學院 99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 

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                             丘彥南醫師 

 

100年 7月 18日  100學年度醫二小班教學指導老師研習工作坊 I 



醫二教案編寫及實務探討                        陳彥元醫師、曾芬郁醫師 

                                              謝正宜醫師、梁繼權醫師 

 

100年 8月 8日  100學年度醫學系三年級新進老師研習會-教案編寫 

教案編寫                                      陳世杰醫師、婁培人醫師 

 

100年 8月 15日  100學年度醫二小班教學指導老師研習工作坊(2) 

醫二小班教學指導老師實務探討                  曾芬郁醫師、謝正宜醫師 

 

100年 8月 22日  100學年度醫學系三年級新進教師研習會-教學進行方式 

小組討論進行方式                              陳世杰醫師、婁培人醫師 

 

100年 8月 25日  100學年度醫四小班教學指導老師研習工作坊(一) 

PBL教學實務探討                              陳石池主任、許  駿醫師 

 

100年 9月 1日  100學年度醫四小班教學指導老師研習工作坊(二) 

教案編寫探討                                  陳石池主任、許  駿醫師 

 

100年 9月 17日  臺大醫學院 100學年度醫學教育暨新進教師研習會 

對台灣醫學教育理念的看法                            楊泮池院長 

追求教學與研究的卓越表現                            羅竹芳院長 

教職生涯是人生一場的喜樂-帶著學生到野外趖來趖去     張文亮教授 

醫學院學生由學生銳變成專業人員的習題                陳一蓉心理師 

主題論壇~如何關懷輔導學生-優良導師經驗談            許博欽醫師 

主題論壇~如何關懷輔導學生-傑出教師經驗談            黃勝堅副教授 

主題論壇-實用教學方法-課程設計                      梁繼權教授 

主題論壇-實用教學方法-教學評量                      高芷華醫師 

主題論壇-實用教學方法-教學回饋技巧                  蔡詩力醫師 

 

100年 12月 8日  臺大醫學院 100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 

如何讓教學更加有效-- BOPPPS 之教學運用             李紋霞老師 



 

 

101年 

101年 3月 14日  臺大醫學院 100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2) 

"One Stitch in Time: Oral Presentation in an English Nutshell"且把金針及時度： 

略談英語簡報                                        葉德蘭教授 

 

101年4月14日  臺大醫學院100學年度醫學教育研習會-醫學教育與生命教育 

從社會面與人性面看醫學教育                     謝豐舟教授 

「為生命找道理」                                林火旺教授 

『生命』能教育嗎?                               謝錦桂毓教授 

「為死亡找出路─醫療專業與生死」                 趙可式教授 

 

101年 6月 18日 臺大醫學院 100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3) 

「IRS即時反饋系統研習會」 

IRS教學運用介紹                                李紋霞副組長 

IRS教學經驗分享                                胡文郁教授 

IRS教學經驗分享………………………………………. 蔡甫昌副教授 

 

101年 6月 19日 101學年度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 

教學共識師培課程（場次一） 

PGY制度簡介                                    陳彥元醫師 

評估工具簡介與評估共識討論                      陳彥元醫師 

 

101年 6月 25日 101學年度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 

教學共識師培課程（場次二） 

PGY制度簡介                                    陳彥元醫師 

評估工具簡介與評估共識討論                      陳彥元醫師 

 

101年 8月 6日 101學年度醫二小班教學指導老師研習工作坊(1) 

醫二教案編寫及實務探討                  謝正宜醫師、高芷華醫師 

 



101年 8月 16日 101學年度醫四小班教學指導老師研習工作坊(一) 

PBL教學實務探討                          陳石池主任、許  駿醫師 

 

101年 8月 20日 101學年度醫二小班教學指導老師研習工作坊(2) 

醫二小班教學指導老師實務探討             曾芬郁醫師、謝正宜醫師 

 

101年 8月 23日 101學年度醫四小班教學指導老師研習工作坊(二) 

教案編寫探討                             陳石池主任、許  駿醫師 

 

101年 8月 27日 101學年度醫學系三年級小班教學指導老師研習工作坊 

小組討論進行方式                         陳世杰醫師、婁培人醫師 

 

101年 9月 22日  臺大醫學院 101學年度醫學教育暨新進教師研習會 

醫學系之變革與展望                                  張上淳主任 

牙醫學系之變革與展望                                林立德主任 

藥學系之變革與展望                                  顧記華主任 

護理學系之變革與展望                                黃璉華主任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之變革與展望                  鄧麗珍主任 

職能治療學系之變革與展望                            林克忠主任 

物理治療學系之變革與展望                            王淑芬教授 

課程設計                                            梁繼權教授 

教學評量                                            高芷華醫師 

教學之回饋技巧                                      楊志偉醫師 

OSCE                                                蔡詩力醫師 

資訊輔助教學應用                                    江堤莊技士 

 

 

102年 

102年 1月 16日 臺大醫學院 101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1) 

身心壓力的調適與輔導                                鄭逸如主任 

 

102年 3月 19日 臺大醫學院 101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2) 



如何讓優秀學生真正有熱情與動機『學習』？            葉丙成副教授 

-- 在台大電機的新思維、新方法、新系統 

                                       

102年 4月 13日  

臺大醫學院 101學年度醫學教育研習會— 臺灣醫學教育的過去與未來 

"The Two Centuries of the China Medical Board:Past and Future" 

                                                    Lincoln Chen 

          (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 China Medical Board 會長)  

"Medical Education in Korea"……………………………               

                             Dr.Ok-ryun Moon (韓國首爾大學名譽教授) 

                       Dr.Bong-min Yang(韓國首爾大學公衛學院前院長)                                               

                                       

"Medical Education Reform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楊泮池院長(臺大醫學院) 

"Progress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劉景寬校長(高雄醫學大學)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司徒惠康院長(國防醫學院) 

"Change or solution? Medical education reform experience at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                   陳榮邦副院長(臺北醫學大學) 

 

102年 5月 16日 臺大醫學院 101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3) 

以情境模擬進行團隊合作教學                           楊志偉醫師 

 

102年 6月 5日 臺大醫學院 101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4)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從英國看臺灣的醫學教育             葉啟娟醫師 

 

102年 7月 6日 臺大醫學院 102學年度小班教學指導老師培訓研討會 

小班教學規劃及學生輔導機制         曾芬郁醫師 

輔導要領              廖士程醫師 

輔導實例分享        邱瀚模醫師、陳贈成醫師、何肇基醫師 

教學技巧              葉丙成教授 

教案編寫工作坊     謝正宜醫師、高芷華醫師、婁培人教授、 

陳世杰醫師、陳石池教授、許駿醫師 

PBL教學技巧工作坊                  謝正宜醫師、高芷華醫師、婁培人教授、 

陳世杰醫師、陳石池教授、許駿醫師 



 

102年 8月 1日 102學年度醫四小班教學指導老師研習工作坊(一) 

PBL教學實務探討                          陳石池主任、許  駿醫師 

 

102年 8月 8日 102學年度醫四小班教學指導老師研習工作坊(二) 

教案編寫探討                             陳石池主任、許  駿醫師 

 

102年 8月 19日 102學年度醫學系三年級小班教學指導老師研習工作坊 

小組討論進行方式                         陳世杰醫師、婁培人醫師 

 

102年 8月 19日 102學年度醫二小班教學指導老師研習工作坊(1) 

醫二教案編寫及實務探討                   謝正宜醫師、高芷華醫師 

 

102年 9月 2日 102學年度醫二小班教學指導老師研習工作坊(2) 

醫二小班教學指導老師實務探討             謝正宜醫師、高芷華醫師 

 

102年 9月 7日  臺大醫學院 102學年度醫學教育暨新進教師研習會 

台灣大學六年制醫學系新課程                          倪衍玄主任 

管理與人生~如何教導學生人生的管理                   陳明賢教授 

大學的生命教育                                      孫效智教授 

溝通技巧與有效教學                                  陳毓文教授 

課程設計怎麼搞~教考學用能一                         蔡詩力醫師 

評量這玩意兒~加分扣分平均分,分分在意                高芷華醫師 

臨床教學回饋技巧~學生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時刻         楊志偉醫師 

主題論壇~傑出教師經驗談                             黃敏銓教授 

主題論壇~傑出教師經驗談                             蔡孟昆教授  

 

 

103年 

103年 2月 11日  臺大醫學院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PBL師資培訓工              



作坊 

 

醫技系 PBL小組教學的過去與未來                      方偉宏教授 

PBL小組教學經驗分享                                 胡忠怡教授 

                                                    莊雅惠教授 

如何成為一名 PBL小組教學的老師                      葉啟娟醫師 

 

103 年 4 月 7 日  護理系第 1 次教師團體討論會—從教師觀點看如何提

升教學效能 

如何營造課室氣氛以提升學生對課程的參與度?                     

如何管理學生於上課或實習中使用電子產品、遲到或打瞌睡的問題? 

各科作業份量如何拿捏，才能既達到學習目標又能合理減輕學生負擔?  

如何藉由創新科技應用在教學策略中以提升效能? 

 

103年 4月 19日  臺大醫學院 102學年度醫學教育研習會 

台灣宗教醫院歷史對醫學教育的啟發                    葉炳強教授 

「On Doctoring 課程」的緣起、實踐與妥協              林志勝教授 

教師身心健康促進                                    孫維仁教授 

 

103年 5月 15日 臺大醫學院 102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 

Zuvio 雲端教學反饋系統工作坊 

「Zuvio(趣味學)雲端及時反饋系統運用簡介」            Zuvio 工作團隊 

「Zuvio 於教學經驗上的分享」                             朱士維老師 

「雲端教學反饋系統心得分享」                             李欣穎老師 

 

103 年 6 月 9 日  護理系第 2 次教師團體討論會—從學生觀點看如何提

升教學效能 

學生喜歡何種課室氣氛? 對學生課程的參與度有無影響?                    

學生對於上課或實習中使用電子產品、遲到或打瞌睡的看法? 如何避免與改

善? 

學生可否接受老師基於學習目標之設計而有較多的作業份量? 

學生對於應用創新科技在教學上有何回饋或建議? 

 

103年 7月 5日 臺大醫學院 103學年度小班教學指導老師培訓研討會 



小班教學規劃及學生輔導機制         曾芬郁醫師 

師資培育規劃                蔡甫昌教授 

美國小班教學經驗                            林子忻醫師 

學生輔導要領             廖士程醫師 

PBL教學錄影帶                 婁培人教授、陳世杰醫師 

教案編寫簡介                                   許駿醫師、何肇基醫師 

PBL教學技巧工作坊                  謝正宜醫師、高芷華醫師、婁培人教授、 

陳世杰醫師、許駿醫師、何肇基醫師 

 

103年 9月 13日  臺大醫學院 103學年度醫學教育暨新進教師研習會 

幫助學生、成就自己                                 莊榮輝教務長 

教師教學資源與工具-校總區教學資源與教學工具介紹        朱士維副教授 

教師教學資源與工具-臺大醫學院教學資源                  蔡甫昌教授                                

體驗學習在台大醫學院                                   楊志偉醫師 

課程設計                                               葉啟娟醫師 

教學評量                                               高芷華醫師 

教學回饋技巧                                           蔡詩力醫師 

傑出教師經驗談                                         張逸良主任 

傑出教師經驗談                                         連義隆醫師 

傑出教師經驗談                                         林克忠教授 

 

 

104年 

104年 2月 2日 臺大醫學院 103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翻轉教室工作坊 

翻轉教室工作坊                                  江堤莊技士、蘇德宙博士 

 

104年 3月 16日 臺大醫學院 103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台大醫學院職能

治療系所師資培訓 

PBL簡介及教學工作坊                    葉啟娟醫師 

 

104年 3月 31日 臺大醫學院 103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翻轉教學 

教材影片製作軟體 EverCam 與平台 ee-class 教學  江堤莊技士、蘇德宙博士 

 

104年 4月 18日  臺大醫學院 103學年度醫學教育研習會-Vesalius 500



年與現代醫學教育 

Vesalius 與醫學教育                                  李尚仁副研究員 

台灣解剖學教育發展史                                盧國賢教授 

整合型課程發展~以台大解剖教學為例                   賴逸儒副教授 

Benson教授卓越創新教學奇幻之旅                      葉丙成副教授 

 

104年 6月 6日臺大醫學院 103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臨床反思教學工作

坊 

Instruction                                  王英偉主任、郭麗娟助理教授 

個案反思練習與討論              王英偉主任、郭麗娟助理教授 

反思個案評估練習                             王英偉主任、郭麗娟助理教授 

 

104年 7月 11日 臺大醫學院 104學年度小班教學指導老師培訓研討會 

醫學系小班教學                    吳明賢主任 

小班教學規劃              曾芬郁醫師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廖士程醫師 

在遊戲中學習與反思             盧佳文醫師 

學生輔導實例                         曾芬郁醫師 

小班教學培養人文素養                                   許巍鐘醫師 

解剖學與小班教學                                       賴逸儒醫師 

如何編寫教案                                           黃聖懿醫師 

跨科系小班教學                 方偉弘老師、孫秀卿老師、林淑文老師 

學生眼中的小班教學                         陳劭宇同學、賴欣陽同學 

PBL教學技巧工作坊               謝正宜醫師、高芷華醫師、婁培人教授、 

陳世杰醫師、許駿醫師、何肇基醫師 

 

104年 9月 7日 臺大醫學院 104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歐洲醫學教育會 

線上教育課程-2015 AMEE Online 

Personal Learning in the Workplace 

Revisiting Miller's Pyramid – from “ What we know” to “who we are” 

The Angry RiskTaker: Enriching health professions education by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sand cognitive processes 

Engaging through simulation: reframing education for a 21st century world 

Social accountability: medical students as leadersfor sustainable healthcare 

The potential of big data and learning analytics to serve feedback, assessment 

and entrustment decision making for training in the workplace 

More than nice: primary care/rural experience isan imperative for health  

professions education 



How effective are selection methods in thehealthcare professions? Evidence from  

asystematic review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ligningcom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  

witheveryday clinical practice 

 

104年 9月 12日  臺大醫學院 104學年度醫學教育暨新進教師研習會 

教與學的反思                                       周瑞仁教授 

「師道之不存也久矣？」                               葉丙成副教授 

實作與翻轉--我在教學上的嚐試                         黃尹男副教授                                

課程設計與教學技巧                            沈麗娟老師、林淑文老師 

教學評量                                               高芷華醫師 

教學回饋與學員關懷                                        蔡詩力醫師 

傑出教師經驗談                              李明濱教授、賴逸儒副教授 

 

104年 11月 23日 臺大醫學院 104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健康照護專 

業領域之適異性教學」座談會 

Adaptive Medical Education: A response to the evidence that a major educational reform is 

needed                                                   Professor Hilliard Jason 

適異性教學的做法及成功的條件                                      郭靜姿教授 

 

104 年 11 月 23 日 臺大醫學院 104 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臺大醫學系

推甄入學制度共識營」 

推甄入學制度之探討                                        莊榮輝教務長 

審查資料及面試技巧                                          陳明賢教授 

台大醫學系的推甄入學制度                                  曾芬郁副教授 

推甄入學口試經驗座談                           蔡孟昆副教授、賴逸儒教授 

廖士程助理教授、蔡甫昌教授 

 

 

105年 

105年 4月 16日  臺大醫學院 104學年度醫學教育研習會 

教學研究生涯四十五年                                        鄧哲明教授 

與您分享教學研究經驗與心得                                  張美惠教授 

我的教學研究經驗分享                                        陳基旺教授 

 



105年 5月 20日  臺大醫學院 104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醫學生之情緒

能力及專業發展之養成:跨國比較 

Emotional learning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of  medical trainees: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Professor Esther Helmich 

 

105年 6月 25日   臺大醫學院 105學年度小班教學指導老師培訓研習營 

小班教學發展與學生輔導                                      曾芬郁老師 

醫學人文研究                                                陳彥元老師 

六年制醫學系                                                張上淳院長 

小組討論中的臨床隨行與團體報告                              許巍鐘老師 

文學院助教眼中的醫學人文小組討論                            吳佳鴻助教 

一般醫學六大能力師培成效                                    高芷華老師 

六大核心能力在小組討論                                      陳世杰老師 

核心能力 2.0                                                 陳世杰老師 

跨學系小班教學之研究                                        李藹慈老師 

藥學系看跨學系 PBL                                           林淑文老師 

護理系看跨學系 PBL                                           楊曉玲老師 

小組討論學習心得與建議   劉釋允同學、金彥杰同學、范程羿同學、邵祺皓同學 

PBL教學技巧工作坊                  謝正宜老師、許巍鐘老師、婁培人老師、 

陳世杰老師、許   駿老師、何肇基老師 

 

105年 6月 30日   臺大醫學院 104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如何教授臨床

技能及安排工作坊?--法國經驗 

How to teach clinical skills and organize a clinical skill workshop?     

Professor Bernard Cholley 

 

105年 8月 29日 臺大醫學院 105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歐洲醫學教育會 

線上教育課程-2016 AMEE Online 

Uncertainty in Healing and Learning: Finding the Simple in the Complex 

Med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Systems in the 21st Century: In search of a new 

paradigm for “Wicked” problems in healthcare 

Stumbling blocks into stepping stones; celebrating medical education in Rwanda 

Medical Education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a student perspective 

Medical Education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Finding solutions to problems 

Professionalizing teaching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105年 9月 10日  臺大醫學院 105學年度醫學教育暨新進教師研習會 



如何追求教學與研究的卓越                               張天鈞教授 

大學多元入學考試的規劃與實踐                        洪泰雄老師 

那些麥肯錫教我的事--企業的選才、訓練與專業發展     陳彥廷助理教授                                

課程設計與教學技巧                                     葉啟娟老師 

                                                       林淑文老師 

教學評量                                               高芷華醫師 

                                                       沈麗娟老師 

教學回饋與學員關懷                                     蔡詩力醫師 

                                                       詹迺立老師 

傑出教師經驗談                                         謝武勳教授 

傑出教師經驗談                                     毛慧芬助理教授 

 

105年 12月 臺大醫學院 105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生醫倫理法律講座 
12 月 12 日 Secondary Use of Health Data for Research－ Ethical-legal Perspective 

Valerie Junod 
12 月 16 日 Bioethics and Health Law Issues in the 2016 U.S. Elections    Dean Harris 

12 月 21 日 What’s Missing in Medical Ethics Education?              James Dwyer 

 
 

106年 

106年 4月 15日  臺大醫學院 105學年度醫學教育研習會 

醫學專業的管理與領導                                        柯承恩教授 

臺大醫學院之醫學教育變革與創新                              吳明賢教授 

臺大醫學院之醫學教育變革與創新-牙醫專業學院                 江俊斌院長 

臺大醫學院之醫學教育變革與創新-藥學專業學院                 沈麗娟院長 

臺大醫學院之醫學教育變革與創新-護理系                       賴裕和主任 

臺大醫學院之醫學教育變革與創新-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林亮音主任 

臺大醫學院之醫學教育變革與創新-職能治療學系                 薛漪平老師 

臺大醫學院之醫學教育變革與創新-物理治療學系                 陳譽仁老師 

 

106 年 5 月 2 日 臺大醫學院 105 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如何在大堂課進

行互動式教學 

如何在大堂課進行互動式教學                              Michael Z. Wincor 

 

106 年 5 月 2 日 臺大醫學院 105 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Zuvio 雲端教學

反饋系統工作坊 
Zuvio 教學經驗分享                                          姜至剛副教授 

Zuvio 簡介及運用操作                                          王鈞平講師 



 

106年 7月 5日   臺大醫學院 106學年度小班教學指導老師培訓研習營 

台大的價值與定位                                            張上淳院長 

台大醫學系教育理念與 TMAC 評鑑感想                         吳明賢副院長                                            

小班教學規劃與發展                                          曾芬郁老師 

如何撰寫小組討論教案                                        許  駿老師 

後真相時代的教學                                            陳世杰老師 

資深小班老師心得分享                                        姚建安老師 

校心輔中心學生輔導實例                                      黃宗正醫師 

醫學系辦學生輔導實例                                        曾芬郁老師 

第二導師制度及輔導實例                                      廖士程醫師 

PBL教學技巧工作坊                  謝正宜老師、許巍鐘老師、婁培人老師、 

陳世杰老師、許   駿老師、何肇基老師 

 

106年 8月 28日 臺大醫學院 106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歐洲醫學教育會 

線上教育課程-20167AMEE Online 

What can medical education learn from the Finnish experience of educational change? 

Simulation in Healthcare: Sharing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Addressing Health Disparities: Can Equity Pedagogy Help? 

The future shapre of medical education using the allegory of the symphony orchestra 

and the role of the conductor by Robert Sells 

“Imagine if the impossible isn’t …" Educating new kinds of physicians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Is the traditional lecture still relevant? Is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examination still 

relevant? 

Helping doctors and patients make sense of health statistics 

Learning analytics and big data; Anatomy teaching; Gender issues in medical education;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Mind the gap - junior doctor or young educator? Tensions 
between global trends and local challenges in medication education; The dangerous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106年 9月 9日  臺大醫學院 106學年度醫學教育暨新進教師研習會 

『醫學人文』如何可能？                                 黃俊傑教授 

普及化的因材施教：一個醫學人的教育夢                 呂冠緯執行長 

情緒管理及抒壓技巧                                   曾心怡心理師 

服務學習課程之創新與經驗分享                           楊昆澈醫師 

課程設計與教學技巧                                     葉啟娟老師 

                                                       王繼娟老師 



教學評量                                               楊志偉醫師 

                                                       杜昭遠老師 

教學回饋與學員關懷                                     蔡詩力醫師 

                                                        

 

106年 9月 19日 臺大醫學院 106學年度教師培訓系列課程-Zuvio 雲端教學

反饋系統初階工作坊 
Zuvio 教學經驗分享                                          姜至剛副教授 

Zuvio 簡介及運用操作                                          林纓栩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