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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Inc.( ).Occupational
therapy:Improving function while controlling costs.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Inc.( ).FAQ on OT education and
career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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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of Pharmacy.( ).Role of a pharmacist.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Labor, 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 

-  Edition, Pharmac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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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Physical Therapy Association.( ).Role of a physical therapist.
** American Physical Therapy Association.( ).Physical therapist (PT) education overview.



备注：

“初级保健医⽣是全科医⽣” ，为有各种症状和健康问题的个⼈提供 “全⾯的⾸次接触和持续照
护” ，包括 “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健康维护、咨询、患者教育、急慢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医
师为患者做检查，记录病史，开药……开检查单，执⾏和解释诊断检查，并就饮⻝、个⼈卫⽣和
预防性保健向患者提供咨询”*。

医师“⾄少要完成 4 年的本科学习，4 年的医学院学习，根据专业的不同，还要完成 3-8 年的实习
和住院医师项⽬”**。他们必须成功地完成国家考试，并获得国家许可。 

资料来源： 
*American Academy of Family Physicians.(2015).Primary care.
** Bureau of Labor StaAsAcs, U.S. Department of Labor.(2014, January 8).OccupaAonal Outlook
Handbook, 2014-15 EdiAon,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American Academy of Family Physicians.(2015).医疗执照。



备注：

医师助理或 PA 的主要⻆⾊是采集病史、进⾏体检、诊断和治疗疾病、开检查单并解释检查结果、

制定治疗计划、提供预防保健咨询和开具处⽅。教育时间⼀般为三个学年，要求学习与医学院相

同的先修课程，并包括 2000 ⼩时以上的临床实习。PA 都是经过国家认证和州内授证的。 

资料来源：American Academy of Physician Assistants (AAPA).What is a PA?  



备注： 

注册护⼠进⾏进⾏体检和健康史检查，提供健康促进、咨询和教育，进⾏药物治疗、伤⼝护理和

其他许多个性化⼲预措施，协调护理。  

注册护⼠完成护理学⼤专学历或学⼠学位，通过国家考试，并在各州内获得执照。  

资料来源：  
American Nurses AssociaAon.(2015).What nurses do.  
American Nurses AssociaAon.(2015).How to become a nurse.  



备注：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社⼯ ，他们通过预防、健康促进、社区转诊、护理协调、⼼理教育、健康
指导、咨询和⽀持，帮助应对⽣活压⼒、疾病和残疾，并促进治疗的合规性。该专业的教育包括

硕⼠学位、⾄少 900 个实习⼩时以及国家执照考试。 

资料来源：  
DeBonis, J.A.The role of social work in integrated care.Module 2.Washington, DC: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Aon.Webinar.  
Collins, S. (2012, May 23).Social work and primary care:A natural collaboraAon.Washington, DC:NaAonal 
AssociaAon of Social Workers.Web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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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es to Role Bound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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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了解执业范围，或确定每个专业⼈员执业范围的职责范围和执业准则，以确定⻆⾊边

界，发现他们与初级保健团队其他成员的关系。  

执业范围确定了您将与之合作的患者类型和指导您执业的标准，定义了您可以进⾏的健康或⾏为

健康⼲预的范围和限制，并描述了从业者允许进⾏的程序、⾏动和过程。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实

践环境，包括医疗环境，如设施类型和实践地点（如城市或农村）。  

帮助您确定和定义初级保健团队成员实践范围的线索可以在认证标准、专业能⼒、道德规范和执

照标准中找到。现在让我们分别看⼀下这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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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mmunicating Roles /  

备注： 

完成本节后，您应该能够向患者、家属和跨专业团队成员解释您的⻆⾊与责任。 

点击 IPC 链接，查看该学习⽬标将涉及哪些跨专业团队合作素质能⼒。 

在本单元的下⼀节也是最后⼀节中，您将有机会将这些步骤应⽤于患者场景。  

准备好开始时，点击按钮开始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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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部分

Clarifying Roles /  

 

完成这最后⼀节后，您应能够描述⻆⾊认知、⻆⾊重叠、⻆⾊明确对有效团队合作和患者照护的

积极和消极影响。 

点击 IPC 链接，查看该学习⽬标将涉及哪些跨专业团队合作素质能⼒。 

准备好开始时，点击按钮开始该部分。



备注：

⻆⾊认知 
您可能对⾃⼰初级保健团队其他成员⻆⾊有⼀定程度的理解。同样，您也可能对其他团队成员对

您⻆⾊的理解程度有⼀定的认知。这就是所谓的⻆⾊认知。  

正确的⻆⾊认知能够⽀持有效的团队合作，有利于改善跨专业的沟通。了解⾃⼰的专业⻆⾊，并

能确认团队成员的⻆⾊时，您就能为团队的运作和决策做出更多的贡献。 



备注：

不正确的⻆⾊认知

对跨专业团队的研究发现，您可能会错误地认为⾃⼰了解同事的⻆⾊与责任。如果您⾃信地认为

⾃⼰理解了同事的⻆⾊，却没有得到同事的确认，这可能会成为您进⼀步了解同事⻆⾊与责任的

障碍。这可能导致对他们的⻆⾊产⽣不切实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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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erti cation Board for Diabetes Educators (NCBDE).( ).



 

 2 

查 ⼏
⼏

⼏ 栏
   

  

  



 
 

⼏
  

  

  

即
  



 

 1 

⼏
  

查 框
查

视频脚本

⻆⾊明确对⾼效团队的运作很重要。

咨询、征求意⻅

并与其他团队成员商议的能⼒

是基于对



每个⼈的能⼒、专⻓，

和单位⽂化的明确理解。

虽然我们往往对

彼此⼤体的⻆⾊⼯作范围了解颇深；

在某些活动中，每个⼈的具体⻆⾊

如预防跌倒

或吞咽评估可能仍不明确。

⽬前的医疗实践仍然是孤⽴的

因为专业⼈员⽆法

以最⼤限度地发挥其作⽤的重叠性。

利⽤这些重叠，使实践更加安全。

并能加强协作。

例如，在⼀个环境中。

没有最⼤限度的运⽤⻆⾊重叠，可能会是这样的。

戴尔・斯图尔特，请回

4D站，戴尔-斯图尔特，请回...

我的病⼈有吞咽困难。

我应该和谁谈这个问题？

你应该把它放在医⽣的板上。

这是由他们来处理。

史密斯先⽣⼀直在咳嗽

所以我们需要做⼀个胸透。



找⾔语治疗师

做⼀个吞咽评估。

为什么没做吞咽评估？

⾔语治疗师忙不过来。

我本可以做

吞咽评估。

他们为什么不问我？

难道他们不认可

我对团队的重要服务⻆⾊？

我听说他们正在裁减⼀些团队。

以跨专业的⽅式。

⻆⾊的明确性和重叠性可

对团队有利

提供更好、更有效的护理。

我的病⼈有吞咽困难。

我应该和谁讨论这个问题？

观察得很好，这个团队⾥有好⼏个⼈。

可以帮助解决吞咽问题。

我们的⾔语治疗师家。

我们的职业治疗师，我们也有护⼠

受过这样专⻔的训练

我很⾼兴你提出来了



让我们来和我们的这些团队成员

谈谈，我们⼀起看看

今天谁能做吞咽评估。

史密斯先⽣每次喝⽔都会咳嗽。

你能做吞咽评估吗？

我今天很忙

那职业治疗师呢？

我现在就可以做，要吗？

让我们开医嘱NPO（nothing by mouth）。

让他不要吃任何东⻄。

⽽且他的⼝腔卫⽣也很好。

所以我们要确保

在他住院期间能继续维持良好的⼝腔卫⽣。

像这样的⼯具：⽐如⻆⾊明确海报

⻆⾊互动图形、以及那些⽹站

带有⻆⾊说明

以及单位从业⼈员和实习⽣的照⽚

可以帮助提⾼IPCLU的明确性。



 

⻆⾊视频 2 
在您刚刚观看的视频中，描述了⼀个⻆⾊认知和⻆⾊重叠的例⼦。 

团队成员是如何解决⻆⾊重叠问题的？ 

团队成员是如何促进⻆⾊明确的？ 

栏  OT 
/

 OT  



 

终   



组 终
终 终    

栏 终   



 

  

组 科 组  



 

 4   

  

⼏

  

即
即  



备注：

单元结论

在本单元中，您学习了认识跨专业团队成员的主要⻆⾊，识别如何界定职业⻆⾊与责任界限，向

患者、家属和跨专业团队成员解释您的⻆⾊与责任，以及描述⻆⾊认知、⻆⾊重叠和⻆⾊明确对

有效团队合作和患者照护的影响。  

了解⻆⾊和⻆⾊明确的策略，可以提⾼团队绩效和患者的结局。  
  

请记住，要学习和有效地驾驭跨专业的⻆⾊与责任：这就是团队! 



 IPEC  2011 IPEC Inter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ies and Domains

这些是跨专业协作实践的核⼼素质能⼒。点击彩⾊⽅框，查看每个领域内的素质能⼒。

跨专业协作实践的核⼼素质能⼒报告由跨专业团队合作教育合作组织，也就是“IPEC”专家⼩组于 
2011 年发布。您经常会听到报告中的跨专业素质能⼒被称为“IPEC 素质能⼒”。

IPEC 专家团队成员在报告的导⾔中写道，这项⼯作（我引⽤）“是受到⼀种愿景的启发，即跨专
业协作实践是所有⼈所期望的安全、⾼质量、可获得、以患者为中⼼的照护的关键”。他们认为，
跨专业团队合作教育和实践对优质医疗保健绝对是⾄关重要的。  

IPEC 素质能⼒分为四个关键领域或范畴，专家团队成员认为，这四个领域对有效的协作实践⾄
关重要，它们是：1) 价值观与道德，2) ⻆⾊与责任，3) 跨专业沟通，4) 团队与团队合作。 

本单元是 IPEC 所有素质能⼒的基础。

值得⼀提的是，2016 年 IPEC 董事会发布了核⼼素质能⼒的更新。本单元制作于更新之前，指的
是 2011 年素质能⼒。 

您可以访问“资源”标签，查看 2011 年跨专业协作实践核⼼素质能⼒报告，以及 2016 年更新的报
告。

素质能⼒领域 4： 
团队和团队合作 

(TT)

应⽤关系建⽴的价值观
和团队动态原则，有效
地履⾏不同的团队⻆
⾊，以规划和提供安
全、及时、⾼效、有效
以及公平的以患者/⼈群

素质能⼒领域 1： 
跨专业实践的价值
观/道德  
(VE) 

与其他专业⼈员的合
作，保持相互尊重和
共同价值观的⽓氛。 

素质能⼒领域 2： 
⻆⾊/职责  

(RR)

利⽤⾃⼰专业的知识以
及其他团队成员的专业
知识，适当评估和解决
所服务的患者和⼈群的
保健需求。 

素质能⼒领域 3： 
跨专业沟通  
(CC)

以负责任的态度与患
者、家属、社区以及其
他卫⽣专业⼈员沟通，
⽀持以团队⽅式维护健

点击彩⾊的领域框来扩展
该领域的素质能⼒。 



VE1.把患者和⼈群利益放在跨专业医疗服务的中⼼位置。  
VE2.尊重患者的尊严和隐私，同时在提供团队医疗保健的过
程中尊重患者的隐私。  
VE3.接受患者、⼈群和医疗团队所特有的⽂化多样性和个体
差异。  
VE4.尊重其他医疗卫⽣专业的独特⽂化、价值观、⻆⾊/责任
和专业知识。  
VE5.与接受照护、提供照护的⼈以及其他促进或⽀持提供预
防和保健服务的⼈合作。  
VE6.与患者、家属和其他团队成员建⽴信任关系 (CIHC, 
2010)。  
VE7.在参与团队医疗保健的⼯作中，表现出⾼度的道德操守
和医疗保健的质量。  
VE8.处理以患者/⼈群为中⼼的跨专业医疗保健情况下特有的
道德困境。  
VE9.在与患者、家属和其他团队成员的关系中，以诚实和正
直的态度⾏事。  
VE10.保持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素质能⼒。 

RR1.向患者、家属和其他专业⼈员明确解释⾃⼰的⻆⾊和责
任。  
RR2.认识到⾃⼰在技能、知识、素质能⼒上的局限性。  
RR3.让对⾃⼰的专业知识和相关资源形成互补的不同医护⼈
员参与进来，制定策略，以满⾜特定的患者照护需求。  
RR4.解释其他医疗保健从业者的⻆⾊和责任，以及团队如何
合作来提供医疗保健的服务。 
RR5.利⽤现有卫⽣专业⼈员和医护⼈员的全部知识、技能和
素质能⼒，提供安全、及时、有效、公平的照护。  
RR6.与团队成员沟通，明确每名成员在执⾏治疗计划或公共
卫⽣⼲预措施中的责任。  
RR7.与其他专业建⽴相互依存的关系，提⾼医疗保健的⽔
平，促进学习。  
RR8.参与持续的专业和跨专业发展，以提⾼团队绩效。  
RR9.利⽤团队所有成员的独特和互补素质能⼒，优化患者病
⼈的照护质量。  

TT1.描述团队发展的过程以及有效团队的⻆⾊和做法。  
TT2.就道德原则达成共识，以指导患者医疗保健和团队
⼯作的所有⽅⾯。  
TT3.根据具体的医疗保健情况，让其他卫⽣专业⼈员参
与进来，共同解决以患者为中⼼的问题。  
TT4.结合其他专业的知识和经验——适合具体的医疗保
健情况——为医疗保健决策提供信息，同时尊重患者和
社区的价值观以及照护的优先权/偏好。  
TT5.运⽤⽀持协作实践和团队效率的领导⼒实践。
TT6.促使⾃⼰和他⼈建设性地处理医疗保健专业⼈员之
间以及与患者和家属之间关于价值观、⻆⾊、⽬标以及
⾏动的分歧。  
TT7.与其他专业⼈员、患者以及社区分享与预防及医疗
保健相关成果的责任。  
TT8.反思个⼈和团队的表现，以提⾼个⼈和团队的绩
效。  
TT9.使⽤流程改进战略，提⾼跨专业团队合作和团队照
护的有效性。  
TT10.利⽤现有证据为有效团队合作和基于团队的实践
提供信息。  

CC1.选择有效的沟通⼯具和技术，包括信息系统和通信技
术，以促进讨论和互动，增强团队功能。  
CC2.以通俗易懂的沟通语⾔与患者、家属以及医疗团队进⾏
信息交流，尽可能避免使⽤学科专⽤术语。  
CC3.以⾃信、清晰和尊重的态度向参与患者照护的团队成员
分享⾃⼰的知识和表达意⻅，努⼒确保对信息、治疗和照护
决策的共同理解。  
CC4.积极倾听，⿎励其他团队成员发表想法和意⻅。  
CC5.对他⼈在团队中的表现给予及时、敏感、指导性的反
馈，作为团队成员，对来⾃他⼈的反馈做出尊重的反应。  
CC6.在特定的困难局⾯、关键对话或跨专业冲突中使⽤适当
的尊重性的语⾔。  
CC7.认识到⾃⼰的独特性（包括医疗团队中的经验⽔平、专
业知识、⽂化、权⼒和等级制度）如何有助于有效的沟通、
冲突的解决和积极的跨专业⼯作关系（多伦多⼤学，2008 
年）。  
CC8.始终如⼀地宣传团队合作在以患者为中⼼和以社区为重
点的医疗保健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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