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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麻醉學(含臨床教學)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劉榮森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4 學期
Semester 1

一、臨床醫學課程目標:
甲、知識：
 1. 學習在手術麻醉前正確評估病人相關風險的原則。
 2. 認識各類型麻醉機、呼吸器、呼吸管路系統、呼吸管路監測系統與基本  生理監測系統（心電圖、自動
充氣式血壓計、脈衝式血氧測量儀、呼氣末二 氧化碳濃度測量儀、麻醉氣體濃度分析儀、呼吸管路壓力計、
潮氣容積測量 儀、動脈血壓測量儀、中心靜脈壓測量儀、肺動脈壓測量儀等等）。
 3. 學習各類型手術麻醉（心臟手術麻醉、胸腔手術麻醉、一般外科手術麻  醉、產科麻醉、小兒手術麻醉
、神經外科手術麻醉、泌尿科手術麻醉、骨科 手術麻醉、耳鼻喉科手術麻醉）之引導與維持要領，暨相關特
殊生理、病理、 藥理。
 4. 學習維持呼吸道通暢的相關知識與方法。
 5. 學習各類型手術後疼痛的生理、病理與藥理。
 6. 認識麻醉後恢復的過程。
乙、臨床技術：
 1. 學習如何依循同理心與醫理，與病人、家屬良好溝通手術麻醉相關過程 與風險。
 2. 學習如何正確在手術房中為病患建立非侵入性之生理監測系統。
 3. 實地觀摩上述各類型手術臨床麻醉之麻醉引導與維持。
 4. 於模型上練習以面罩及甦醒器維持呼吸，並熟練氣管插管。
 6. 學習各類型手術後疼痛的處理方法與原則。
 7. 學習如何正確評估手術麻醉後病人恢復情況。

二、學習活動：請參見各醫院規定
甲、耕莘醫院：
1. 實習時間:共十七週每週一上午08:00-12:00
2. 實習內容及注意事項:請於週一上午08:15前到達麻醉醫師辦公室(麻醉恢復室內)報到換上手術室工作服
3. 參加麻醉科每週一上午08:15-08:45之麻醉新知報告
4. 08:45-09:30AM由當週負責指導醫師作臨床課程簡介
5. 09:30-11:30AM分成小組(每組2-3人)入手術室見習麻醉,由各手術室房間負責麻醉醫師指導
6. 11:30-12:00AM集合在麻醉討論室內討論問題
乙、新光醫院：
1. 請於第二週星期三上午8:00AM前配戴識別證到2F開刀房（開刀房麻醉準備室分機2880/2881）報到，
更換手術房服裝。 
2. 依據教學課程要求，須完成下列事項：
A. 臨床實習活動與專題授課：請準時參與。遲到、請假、曠課等皆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B. 讀書報告：
i. 實行方式：將於第二週分派讀書報告題目，每位學生報告一次，第五週開始報告。需自行整理成內容
摘要，並於上課前三日(星期一)繳交內容摘要予指導老師，並連絡麻醉科恢復室助理護理長（分機2880，柳
小姐）或麻醉科護理協助人員（分機2880/2881）完成複本印刷，於上課時攜帶到會議室。
ii. 報告發表：一律以電腦powerpoint格式製備，並儲存於光碟或隨身碟中。本科將準備電腦與單槍投
影機。
iii. 報告時間：每位學生報告時間40分鐘，報告完畢由指導/共同參與老師與同學發問討論。
iv. 書面讀書報告：於學期末前統一繳交，以A4紙12號字單行間距，繕打整齊，3-5頁為限。
C. 麻醉科手術房重點實習項目：
i. 實行方式：麻醉科手術房實習以觀察為主，原則上一間手術室安排一至二位學生，請嚴格遵守手術室規
則及無菌原則。
ii. 重點實習項目：實習之重點學習內容請參照後附之「麻醉科見習記錄表」，並於確實完成任何一項學習
項目後，由指導老師簽名確認。
iii. 成果評估：此表須於學期結束後交回，做為「平時成績」之評分參考，故請務必達成表中所列各項學
習重點之最低標準。超過更好，越多越好。
D. 臨床教學小組討論：實習後另有小組討論時間，請踴躍提出問題討論。
3. 若有疑問欲與各授課醫師聯絡，可請麻醉科恢復室助理護理長（分機2880，柳小姐）代為呼叫聯絡。若
無法連絡上柳助理護理長，亦可連絡下列各分機。
單位名稱 分機
麻醉科辦公室 2875
麻醉準備室 2879
麻醉恢復室 2880  2881
麻醉術前門診 2886
手術房醫師休息室 2874
助理護理長 柳夢月小姐2880
麻醉科助理 張妙瓊小姐 2083

4. 科內授課及會議地點：2樓/恢復室會議室（分機2874）
5. 值班：麻醉科見習醫師不需值班。
7. 參考書目： 
E. 指定教課書：Clinical Anesthesia Procedures of 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 6 th edition
F. 參考教科書： Anesthesia, edited by Ronald D. Miller, 5 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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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麻醉學評量方式
1. 平時成績 40%  (含學習護照完整性成績10%，核心課程出席成績5%)
2. 作業成績 20%  (書面報告佔10% 口頭報告佔10%)
3. 筆試成績 40%  

丙、國泰綜合醫院：
 1. 請於第三週星期四（9月15日）下午1:00PM前配戴識別證到2F開刀房 （開刀房麻醉準備室分
機3511/3334）報到，更換手術房服裝。
 2. 依據教學課程要求，須完成下列事項（核心課程週與期末考週除外）：
G. 共安排臨床學習活動（每週四下午一至三時）、專題授課（每週四下午三至四時）與讀書報告/小組討
論（每週四下午四至五時）三大項目，請準時參與。遲到、請假、曠課等皆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H. 臨床學習活動：
i. 實行方式：原則上一位指導老師(主治醫師或總醫師)帶領一至三位學生（名單請班代表負責協調排定，
並請於學期初交給各老師及同學）。
ii. 重點學習項目：請參照本手冊與學習護照內附之「麻醉科學習記錄表」，並於確實完成任何一項學習項
目後，由指導老師簽名確認。
iii. 成果評估：上課時需繳交一張「上課成績考核表」（每週報到時發給，請自行填具姓名與課別後交予
指導老師），此表須於上課結束後由指導老師評分，並交回課程負責人，做為「平時成績」之評分參考。
I. 讀書報告/小組討論：
i. 實行方式：將於第二週分派讀書報告題目，每位學生報告一次，第六週（10月6日）開始報告。需自行整
理成內容摘要，並於上課前四日(星期一)繳交內容摘要予指導老師，並連絡麻醉科恢復室助理護理長（分
機3512，文小姐）或麻醉科護理協助人員（分機3511/3334）完成複本印刷，於上課時攜帶到會議室。
ii. 報告發表：一律以電腦powerpoint格式製備，並儲存於光碟或隨身碟中。本科將準備電腦與單槍投
影機。
iii. 報告時間：每位學生報告時間40分鐘，報告完畢由指導/共同參與老師與同學發問討論。
iv. 書面讀書報告：於學期末前統一繳交，以A4紙12號字單行間距，繕打整齊，3-5頁為限。
v. 小組討論：學習後另有小組討論時間，請踴躍提出問題討論。
vi. 成果評估：上課時亦需繳交一張「上課成績考核表」（同樣於每週報到時發給，亦請自行填具姓名與課
別後交予指導老師，每週都有一位主治醫師擔任專題授課與讀書報告/小組討論兩項之指導老師，名單詳見
下表），此成績考核表亦須於上課結束後由指導老師評分，並交回課程負責人，做為「平時成績」之評分
參考。

 3. 若有疑問欲與各授課醫師聯絡，可請麻醉科恢復室助理護理長（分機 3512，文小姐）代為呼叫聯絡。
若無法連絡上文助理護理長，亦可連絡下列 各分機：
單位名稱 分機
麻醉科辦公室 3510/3512
手術房麻醉準備室 3511/3334
麻醉科恢復室 6003/6033
研究助理 6988
 4. 科內授課及會議地點：本館2樓麻醉科辦公室。
 5. 值班：不需值班。
三、工作規定
 1. 開刀房工作：請務必由指導老師帶領，並嚴格遵守各醫院手術室規則及 無菌原則。
 2. 實習期間需完成之工作：（同學習護照所列）
  i. 完整觀摩一般手術全身麻醉（最低標準：3次）
  ii. 完整觀摩一般手術區域麻醉（最低標準：3次）
  iii. 完整觀摩一般手術靜脈麻醉（最低標準：3次）
  iv. 完整觀摩心臟手術麻醉（最低標準：2次）
  v.  完整觀摩產科手術麻醉（最低標準：2次）
  vi. 完整觀摩小兒手術麻醉（最低標準：2次）
  vii. 完整觀摩中心靜脈導管置放（最低標準：3次）
  viii. 完整觀摩手術後恢復室恢復（最低標準：2次）
  ix. 完整觀摩手術後止痛操作（最低標準：2次）
  x. 於假人正確使用面罩與甦醒器（含組裝）(最低標準：5次）
  xi. 於假人正確使用喉頭鏡完成氣管插管（最低標準：5次） 

四、進入麻醉科實習前需預讀之資料
 1. 各專題授課之學習重點（有電子檔）
 2. 指定教課書：Clinical Anesthesia Procedures of 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 6 th edition
 3. 參考教科書： Anesthesia, edited by Ronald D. Miller, 6 th Edition
五、考核方式
 1. 平時成績 40% (含10%學習護照完整性成績，5%核心課程出席成績)
 2. 報告成績 20%  (書面報告佔10% 口頭報告佔10%)
 3. 筆試成績 40%  
六、學習資源：麻醉科參與教學人員
甲、耕莘醫院：
 1. 主任: 葉富欽 副教授
 2. 主治醫師: 林昭傑  張家祿 劉文漢
 3. 連絡電話: (02)22193391-15321
 4. 葉富欽醫師0968666793, 
林昭傑醫師0968666795 (麻醉科臨床教學課程負責人), 
e-mail: chao_chieh@mail2000.com.tw
乙、新光醫院：
1. 主任：王國清
2. 主治醫師：吳鋼治 曾祥建 隋善中 溫永銳 張怡 陳瑞源
3. 臨床研究員：廖文瑋 彭士晏
4. 住院醫師：蔡政聰 王仁瑞 李詩清 柯宗林
5. *新光醫學中心總機：(02)28332211
6. *麻醉科臨床教學課程負責人（張怡 醫師）
聯絡電話：(02)28332211，分機2880
行動電話：0968995339
e-mail: m004003@ms.skh.org.tw



丙、國泰綜合醫院：
 1. 主任：張清鋒
 2. 主治醫師：何信明、孫孝倫、簡志誠、吳宗正、劉蘊厚、李銘家、阮仲  豪、郭書麟
 3. 總住院醫師： 黃振荃
 4. 麻醉科護理協助人員：廖護理長、黃助理護理長
 5. 麻醉科恢復室協助人員：鍾護理長、文助理護理長
 6. 研究助理：洪小姐
 7. 國泰醫學中心總機：(02)27082121
 8. 麻醉科臨床教學課程負責人（簡志誠醫師）
聯絡電話：(02)27935888，分機9610 或 (02)27082121，分機6988
行動電話：0968701363
e-mail: chiencmail@yaho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