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EPAs) 

可信賴專業活動 

台大物理治療學系  趙遠宏 



過往的臨床醫學教育是以訓練時間或期程為
導向，學員在各臨床單位進行輪訓，並執行
各輪訓期程之教學與評估 
 
以訓練時間為基準的課程設計，雖然在課程
制度上容易安排，但是缺乏考量臨床經驗累
積後的成效，以及對學習者的個別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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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學員是否都清楚在這一段學習過程中，
被期待要訓練出何種能力？ 
 
 

3 



What is Com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 (CBME)? 

An outcomes-based approach to the design, 
implementatio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programs, using an 
organizing framework of competencies 

運用結構化的勝任能力架構，以成果為導
向來設計、實施、評量與評估的醫學教育
訓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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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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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 for the design of CBME 

Identify the desired outcomes 定義能力 

Evaluate the program on a continuous basis 
to be sure that the desired outcomes are 
being achieved 整體評估 

Define the level of performance 
for each competency 決定等級 

Develop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competencies  評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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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GME Core Competencies 

美國畢業後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 (1999) 

•病人照護(patient care) 

•醫學知識(medical knowledge) 

•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 

•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 

•制度下之臨床工作(systems-base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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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Competencies of a Physical Therapist 
Resident 

The American Board of Physical Therapy Residency & 
Fellowship Education (ABPTRFE) 2016 

 Clinical Reasoning (臨床推理) 

 Knowledge for Specialty Practice (專業實踐知識) 

 Professionalism (專業素養) 

 Communication (溝通) 

 Education (教育) 

 Systems-based Practice (制度下之臨床工作) 

 Patient Management (病患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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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PAs, 
Competencies, and Mile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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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framework 

Competency (勝任能力) 
• An observable ability of a health professional, 

integrating multiple components such as 
knowledge, skills, values, and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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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framework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y (可信
賴專業活動，EPA) 
• EPAs are units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clinical 

activities), defined as tasks or responsibilities 
that trainees are entrusted to perform 
unsupervised once they have attained 
sufficient specific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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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framework 

Milestone (里程碑) 
•  A milestone is a behavioral descriptor that 

marks a level of performance for a given 
competency 

• Meaningful, measurable markers of 
progression of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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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EPAs Differ From Competencies? 

Olle ten Cate 2013 EPA整合多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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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s 

•EPAs concept allows faculty 
to make competency-based 
decisions on the level of 
supervision required by 
trainees 

Olle ten Cate (2005) 
Professor of medical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Utrecht,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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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s 

觀察評量學員在執行臨床
任務的整體表現，決定學
員是否具備「可信任」核
心能力 

依據學員需要被督導
(supervision) 等級來決定
是否能 勝任獨立執行醫療
行為 Olle ten Cate (2005) 

Professor of medical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Utrecht,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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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ustment and Supervision Scale 

Level 1 Not allowed to practice EPA 
只能觀察，不能動手執行 

Level 2 Allowed to practice EPA only under proactive, full 
supervision 
可以在直接、主動的指導之下執行  

Level 3 Allowed to practice EPA only under reactive/on demand 
supervision 
可以在被動的指導上執行(指導者在學員有需要時可提
供迅速的指導)  

Level 4 Allowed to practice EPA unsupervised 
指導者僅提供遠距離或事後的指導 

Level 5 Allowed to supervise others in practice of EPA 
已可以對更資淺的學員提供指導 

EPA依『可信任程度』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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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發展步驟 

確認EPA項目及內容 
• 根據藍圖以“專家會議”或

“德爾菲法”確認採用的EPA項
目及內容 

• 建立專家與使用者共識 
• 討論過程有助於形成專業認同，

或是先行“專業認同”的質性
研究，可以幫助縮短EPA建立時
程 

設計評估工具 
• 建立EPA描述 
• EPA強調信賴度被認可的專業

活動，適用電子化的評核方式 
 

核心團隊勾勒
出EPA藍圖 
• 六年制PT學生需要能力 
• 以EPA為基礎的課程設計 

 

定期檢討 

EPA 
發展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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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s Descriptions 

1. EPA標題 簡潔; 避免對於熟練程度的描述字眼。在決定前先問：是

否這個臨床操作學習過程能夠被評估且記錄 

2. EPA任務描述 針對這個臨床任務作範圍的定義。描述儘量著重在實際的

任務而非任務的重要性、背景知識等 

3. 相對應之核心能力(或

次核心能力) 

這項任務對應到何種學員應具備的核心能力(或次核心能

力)。任務與核心能力的對應以最直接相關的為主，這項

連結可作為之後建構觀察方法與評核方法的依據 

4. 所需具備知識、技能、

與態度 

參考相關教科書或醫學證據，列出學員操作這項任務須具

備什麼知識、技能、與態度。並由這些資料設定不同督導

層級的能力標準 

5. 評估進展所需相關資

訊 

資訊來源可能為直接觀察、知識或臨床技術評核、多面向

評核等 

6. 期待學員能夠獨立執

行的時機 

估計學員能完全被信賴單獨執行的時間點，但同時也考量

個人的差異性。這個時間進程可作為訂定教學計畫的參考 

7. 如何決定學員可以獨

立操作 

學員需成功完成幾例操作才能被信任可獨立執行？由誰來

認定？需有什麼認可的文件或證明？ 



EPA描述注意
事項 

要能成為獨立事件 

要有情境 

內容要具體 

描述要中性(不帶熟練
度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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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MC 13項 EPA 

美國醫學院學會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AAMC) 醫學生畢業進入
住院醫師訓練前應完成合格 



20 

AAMC 13項 EPA 

EPA1  Gather a history and perform a physical examination
蒐集病史及執行身體檢查 

EPA2  Prioritize a differential diagnosis following a clinical 
encounter 以臨床所見的情況，來排列鑑別診斷
的優先順序 

EPA3  Recommend and interpret common diagnostic and 
screening tests  建議及解釋常用的診斷及篩檢的
檢驗 

EPA4  Enter and discuss orders/prescriptions 開立醫囑與
處方，並且能夠加以討論 



21 

AAMC 13項 EPA 

EPA5  Document a clinical encounter in the patient record   
在病歷上記錄臨床發生的情況 

EPA6  Provide an oral presentation of a clinical encounter    
口頭報告病人的情況 

EPA7  Form Clinical Questions and retrieve evidence to 
advance patient care 發掘臨床上的問題，同時找出
證據，用來提升病人的醫療照護 

EPA8  Give or receive a patient handover to transition care 
responsibility 交接班時，能負起照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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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MC 13項 EPA 

EPA9 Collaborate as a member of an 
interprofessionalteam   參與跨領域團隊合作 

EPA10 Recognize a patient requiring urgent or emergent 
care, and initiate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察覺與辨識需要快速或緊急處置的病人，並且能
夠即時開始評估與處理 

EPA11 Obtain informed consent for tests and/or 
procedures  執行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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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MC 13項 EPA 

EPA12 Perform general procedures of a physician    執行一
般性的操作技能 

EPA13 Identify system failures and contribute to a culture 
of safety and improvement    識別系統失效即積極
參與病人安全及品質改善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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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醫學會EPA範例 



25 

急診醫學會EPA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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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s serve as building blocks for portfolios 

Ten Cate, O. Acad Med, 89(4), 69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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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believe now is the time for the profession to establish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that includes an EPA model 
 



THANK YOU 
yuanhungchao@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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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1: 詢問病史，依據患者的臨床表現進

行理學檢查 

 

• 向患者 (家屬/照護者) 詢問適切的資訊，以暸解

患者的特定臨床情況 

• 與患者 (家屬/照護者) 建立融洽的關係 

• 依據個案的臨床表現，進行適當的理學檢查 

• 整合所有要素及其他資訊來源 

詢問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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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2: 明確說明並證實優先鑑別診斷，辨

認出需要物理治療的患者 

 

• 整合病史、理學檢查，選擇並執行必要的物理

治療檢查 

• 辨認危險訊號，判斷是否能夠繼續進行評估或

治療療程，必要時尋求協助或進行緊急處置 

• 運用臨床推理評估證實並優先考量最可能的診

斷 

 

鑑別診斷/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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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3: 訂定及實施物理治療處置 

 
• 瞭解患者背景、價值觀、先前疾病，提出有證據支

持、全面性的初步物理治療處置方案 

• 參考其他專業醫護人員的建議，提出物理治療處置

方案 

• 討論治療方案的適應症/禁忌症、可能的不良反應、

適當的劑量、處置的交互作用 

• 撰寫完整的諮詢/轉介、病歷，納入患者安全原則，

確認團隊所有成員都能理解 

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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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4: 物理治療師進行的一般操作 

 

• 執行必要技能，充分瞭解適應症/禁忌症、風險

及效益 

• 預期並辨別相關併發症，尋求適當協助 

• 使用患者/家屬/照護者熟悉的語言解釋內容，讓

對方瞭解技術的相關風險 

• 記錄操作的所有相關細節 

常見技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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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5: 針對疾病處置、健康促進及預防醫

學，對患者進行衛教 

 

• 確認患者對於衛教內容的理解程度 

• 提供能改善健康習慣的具體範例 

• 與團隊其他成員協調，確認訊息適當傳達並具

有一致性 

• 辨別可能危及患者安全的潛在危險行為或生活

情況 

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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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6: 口頭報告及提交書面報告 

 

• 向團隊成員提供患者臨床情況的相關簡明摘要 

• 向患者（家屬/照護者) 提供簡明的摘要 

• 透過口頭及書面報告，確認患者、團隊成員之

間達成共識 

• 以清晰、明確、精準的方式撰寫報告 

病歷記載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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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7a: 交接給下一位負責人員 

 
• 溝通交接事宜，盡量減少照護轉移期間的已知威脅  

• 記錄並更新電子交接工具 

• 進行簡明的口頭溝通，包括疾病嚴重程度、患者基本

概況及接受照護的期望、簡單的病史、目前的問題和

關鍵、有關及/或待決的實驗室、放射診斷和其他診斷

資訊、狀況認知、行動方案、預期性指導、即將發生

的可能性及應急方案 

• 尊重患者的私隱及保密 

交接與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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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7b: 接受交接 

 

• 對交接人員有所回饋，確認取得所有必要資訊 

• 提出問題，以釐清不清楚的部分 

• 重複交接人員傳達的資訊，以確認達成回饋式溝通 

• 尊重患者對於照護、私隱及保密的期望 

交接與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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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8: 在困難的情況下進行溝通 

 

• 確認適當且必要人員在場，瞭解在未經許可的情

況下，可以及不可以揭露的資訊 

• 必要時，以非專業術語的內容進行溝通 

• 訂定易於理解、可銜接後續處置的方案 

• 與團隊其他成員共同合作，並納入其他相關人員，

以處置困難的情況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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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9: 參與健康照護品質改善計畫 

 

• 參加病例討論會議 

• 落實日常安全習慣 (例如全面性防護措施、

洗手、暫時隔離) 

• 參與品質改善活動/專案 

• 定期上課更新病人安全資訊 

病人安全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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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10: 與跨領域團隊成員共同合作 

 

• 積極努力融入團隊，認可團隊成員的價值及貢獻 

• 調整溝通策略，與團隊成員進行良好的互動 

• 積極聆聽並收集團隊成員的想法及回饋 

• 訂定跨領域團隊的目標及照護方案時，應納入患者、

家屬及跨領域團隊的其他成員 

跨領域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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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事情做對、做好！  為「最終成果」負「完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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