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專家學者意見 

目的: 瞭解各方專家對 IMG所衍生: 

1) 「台灣醫師人力議題」的意見 

2) 對國內醫療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3) 解決問題之方案 

 

邀請對象: 衛生署、考選部、教育部醫教會、醫策會、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醫院院長、醫學院院長/系主任、醫學教育學會、資深醫師(臨床教師)、董

氏基金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律師、法律學者、社會人士。 

 

研究方法: 各方代表焦點團體 Delphi methodology (請看附件解釋)─以瞭解

各方專家對 IMG所衍生「台灣醫師人力議題」的意見、對國內醫療環境所

造成的影響、解決問題之方案。 

 

結論如下(贊同%): 

1) 醫師總數應該管控(68.8%) 

2) 醫師人力規劃太久沒改變，應隨時代改變，醫師人數應該增加(75%)，

台灣現在醫師人力不足(62.5%)。 

3) 若要放寬醫師總數，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必須要掌握醫師能力做好後

端管控(100%)。 

4) 解決目前醫師人力不足的方法:接受合格/優秀的國外醫學生 （18/32， 

50%）  及增設醫學系/增收醫學生 （8/32，31.3%）。 



5) 目前國家醫師執照考試無法為醫師的臨床能力把關(61.6%)。 

6) 為了掌握國外醫師能力，目前除了考試外應就受教育的地區/學校設限

(50%)。 

7) 解決國考鑑別率的疑慮，考選部請醫界考慮設分數低標，尤其是臨床

的科目（分試二），可以設 60分、50分、40分等，才算通過。 

8) 在目前國家醫師執照考試問題尚未解決時，為國外畢業生能力把關的

方法（投兩次、可複選）: 

＊ 學歷甄試 （目前的方式沒問題）（2/24，8.3%） 

＊ USMLE Step 1+2 （美國醫師執照考試）（5/24，20.8%） 

＊ 限定地區/學校+其餘學歷甄試（類似舊九大區塊政策）（6/24， 25%）   

＊ 不必另加考試（用國考成績、設定較高門檻） 

＊ 比同台灣醫學生 

＊ 實習（適應性學習）（12/24，50%） 

9) 考選部建議對於在國外已考過醫師執照，並有專科醫師的資格時，將

來可能要再做另外較彈性的認證。 

10) 對醫師法修法前已經出國就讀學生沿用舊法(69.3%) 

11) 贊成目前公告的醫師法修正細則(69.2%) 

12) 對國外醫學系畢業生考學歷甄試最重要的目的是要鑑定其醫學能力

（有無資格參加國考？ 或有無資格行醫？）（61.5%）; 管控人數

（15.4%）。要求國外學生須接受實習／適應性訓練之最主要目的為適

應國內醫療環境（69.2% ）;加強其臨床能力（23.1%）。因此，應該接

受多久適應性訓練: 3-4 months （7.7%）;5-6 months （15.4%）;11-12 

months （76.9%）。 



 

B. 一般醫師(非醫學生)對 IMG 之看法與意見 

目的:  

1) 瞭解國外醫學院畢業生在國內的工作實況 

2) 對國內醫療環境所造成的衝擊 

3) 解決問題方案 

 

對象：曾經指導國外醫學院畢業生(不含牙科，但包括所有讀國外醫學院的畢

業生)，或曾與其共事的醫師。國外醫學院畢業生並不包含牙科，但不分原

屬國家而包括所有就讀國外醫學院的畢業生。 

 

研究方法：對所有教學醫院與網路上台灣學生公告有聘請波蘭醫師的醫院發出

1000份問卷。 

 

結果：收到回覆的受試者共 245人，都是曾經指導國外醫學院畢業生(IMG)，

或曾與其共事者。男 195位(79.6%)，女性佔 50位(20.4%)，服務於醫學中

心者佔 151位(61.6%)，於區域醫院者 84位(34.3%)、地區醫院 9位(3.7%)。

服務科別以外科(93位，38.0%)，其次為內科最多(65位，26.5%)。職位以

住院醫師(83位，33.9%)及主治醫師(82位，33.5%)最多。他們所經驗的

IMG幾乎都是住院醫師或實習住院醫師，少數是實習學生。 

少數人認為 IMG會增加臨床教育的負擔，要求 IMG自付教育費用，其

實這是對賦稅公民之不公平待遇，臨床教育的負擔來自於國內醫師人力之



不足，將來增加人力後會改善，無法以 IMG的付費解決。 

 

問卷各項問題受試者之填答統計資料，請見下列： 

1. 貴科使用 IMGs的經驗為何? (可複選) 

(a).聘僱為住院醫師(173, 70.6%)   

(b).聘僱為實習住院醫師(77, 31.4%)   

(c).見/實習(68, 27.8%)   

(d).( 23, 9.4%)   

2. 這個/些 IMGs的就讀醫學院國家依序為菲律賓(143，58.4%), 波蘭(145， 

59.2%), 其他(77，31.4%),緬甸(40，16.3%), 美國(27，11% )。                            

3. 請問貴院為何使用這個/些 IMGs? (可複選) 

(a).解決醫師人力問題(175, 71.4%)   

(b).國際化(68, 27.8%)   

(c).為了加分成為教學醫院(34, 13.9%)     

(d).其他理由(47, 19.2%)  

4. 請問若貴院不使用這個/些 IMGs，會如何解決上述問題? 

(a).使用專科護理師(137, 55.9%)   

(b).沒影響(73, 29.8%)說明    

(c).無法解決(說明)                         

5. 這個/些 IMGs 對貴單位有好處嗎? (可複選) 

(a).解決醫師人力問題(168, 68.6%)   

(b).為教學醫院加分(53, 21.6%)   

(c).毫無好處                                                 

6. 您認為這個/些 IMGs 對社會國家的影響為何? (可複選) 



(a).解決醫師人力不足(154, 62.9%)     

(b).助益醫療國際化(68, 27.8%)    

(c). 降低醫療品質(67, 27.3%) 提高醫療品質(16, 6.5%)    

(d). 增加醫學教育負擔 (46, 18.8%) 

(e).提高醫學教育品質(20, 8.2%)                                                    

7. 您認為台灣缺醫師嗎? (醫師分佈不均等同醫師人力不足) 

(a).過剩(73, 29.8%)   

(b).差不多(57, 23.3%)   

(c).缺乏(99, 40.4%)  

(d).不知道(10,4.0%) 

8. 為何國內不能再新設醫學院? (可複選) 

(a).醫師人力已經過剩(149, 60.8%)     

(b).教師人力不足(57, 23.3%)     

(c).設校經費不足(34, 13.9%)    

(d).其他(50, 20.4%)                                                                    

9. 您認為使用 IMGs會對國內醫師有何影響? (可複選) 

(a).排擠本國醫師的就業選科(123, 50.2%)   

(b).降低本國醫師的收入(90, 36.7%)   

(c).沒有影響(69, 28.2%)  

(d).其他(26, 10.6%)                                     

10. 這個/些 IMGs的知識與臨床能力與本國畢業生比起來如何? 

(a). 較差(94, 38.4%)  

(b). 不一定(80, 32.%)  



(c). 差不多(56, 22.9%)   

(d). 較佳(9, 3.7%) 

11. 這個/些 IMGs是否曾經在貴院發生醫療處置失當，或出現不倫理的行為? 

(a).無(185, 75.5%)   

(b).有(38,15.5%)   

12. 波蘭事件是否影響貴科/院使用 IMG之意願(可複選) 

(a).是(66, 26.9%)  

(b).否(78,31.8%)   

(c).不知道(83,33.9%)    

(d).不一定(19, 7.8%) 

 

您的價值觀(%=非常贊同 5 +贊同 4 )： 

13. 培育醫師的理念應為 

(a). 入學從寬、畢業從嚴 (87, 35.5%) 

(b). 入學從嚴、畢業從寬 (17, 6.8%) 

(c). 入學從嚴、畢業從嚴 (186, 75.9%)  



14. 選擇醫學生入學條件的重要性 

(a). 學科成績 (170, 69.3%) 

(b). 溝通表達能力 (205, 83.6%)  

(c). 熱忱/勤快/誠實/愛心/會思考的特質 (231, 94.2%) 

15. 目前的學歷甄試對 IMGs不公平 (67, 27.3%) 

16. 若學歷甄試與國家醫師執照考試品質不佳，我認為可以採用美國醫

師執照考試(USMLE)鑑定醫師能力 (146, 59.6%) 

17. 醫師執照考試應該包括「臨床技術考試」(e.g., OSCE) (179, 73.1%) 

18. 針對國內醫師人力問題，您贊成的解決方案為: 

(a). 正確的醫師人力估算 (210, 85.7%) 

(b). 刪減目前國內病床數 (66, 26.9%) 

(c). 酌量補充醫師人力(引進 IMGs) (71, 29.0%) 

(d). 增加未來醫師供給量(增收醫學生) (60, 24.5%) 

(e). 使用專科護理師等人力替代 (104, 42.4%)  

(f). 其他  (22, 9.0%) 

19. 針對海外醫學院畢業生議題，您贊成的解決方案為: 

(a). 限制人數(依據醫師人力政策) (149, 60.8%) 

(b). 限制就學地區或學校 (141, 57.5%)  

(c). 全面學歷甄試+畢業後實習+畢業後國考分試 (目前衛生署提

案) (176, 71.8%) 

(d). 不分國內外醫學院學歷(WHO認可)採用同一醫師執照考試與

認證標準 (110, 44.9%)  

(e). 研擬其他更好的評量標準引進 IMGs (134, 54.7%) 

C. 小結： 

為什麼使用 IMG 為了解決醫師人力不足，醫師卻又都說台灣醫師太多



呢? 

醫師擔心收入減少是主因，許多醫師們工時長、收入不高、有競爭

與業績壓力，而又擔心增加醫師後收入減少，醫師們抱持著矛盾的心態，

一方面希望減輕工作，另方面又怕收入減少。其實醫師薪資降低是因為

醫療支出之限制，不能以控制醫師數為達到控制醫療支出的手段，以台

灣現行的醫療支出要維持高品質高效能的醫療環境，是冒著危害病人安

全的危險作法。 

現在台灣醫療保健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僅約 6％，與已

開發國家有明顯落差，多數已開發國家起碼大概到達 7.5％的水準，若

在 2005年代像這樣的 6%約等於越南的情況(請參考附件 16)。中研院院

長翁啟惠、陳定信、陳建仁、楊泮池及台大社會系教授陳東昇等人組成

規劃及議題工作小組建言：「政府醫療保健支出佔 GDP比例應該提高」

(2009.07.16新聞）。衛生署官員應該知道此不合時代的醫療體系運作，

卻表示專家學者之意見只能作為長期努力的目標，但因牽涉到整體經濟，

恐怕無法說調就調，需由經建會、主計處綜合考量後統一規劃。經建會

說，政府財政困難，明年度公務預算已經縮水，短時間內要公務部門提

高醫療保健總支出應該不太可能，建議衛生署盡速推動健保財務平衡方

案。 因此，目前引進外國醫學院畢業生投入台灣醫療照護是解決當前醫

師人力短缺的正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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