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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程 表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合作規劃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合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 
活動日期：106 年 5 月 6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0112 教室】  
學      分：教學計畫主持人 10 點、醫事放射師師資培育 5.5 點、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積分 10 點(50 分鐘為 1點) 

時 間 分鐘 內 容 課程範圍 主講者 

08:30～08:50  學 員 簽 到  

08:50～09:00 10 開幕式：蕭佳吉理事長（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09:00～09:30 30 
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推動重點及

執行成果 

一般醫學基本能力

之培育 

林明靜 專員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09:30～10:00 30 
計畫主持人應具備之核心能力(I)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重點宣導 

一般醫學基本能力

之培育 

洪三和 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00～12:00 120 106年度教學醫院評鑑準備經驗分享 
一般醫學基本能力

之培育 

莊佩雯 醫事放射師 

鍾承諺 醫事放射師 

黃國明 技術長 

吳志毅 醫事放射師 

12:00～13:00  午      餐 

13:00～13:50 50 
計畫主持人應具備教學課程設計技巧 

─思考與討論式教學的實施 

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教學技巧)

李正輝 理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3:50～14:40 50 
計畫主持人應具備教學課程評量技巧 

─訓練護照電子化系統應用 

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課程設計)

侯貴圓 組長 
國泰綜合醫院放射線科 

14:40～15:30 50 
計畫主持人應具教學評量技巧 

─計畫主持人如何評量臨床教師 

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評估技巧)

黃奕琿 醫事放射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核子醫學部

15:30～16:20 50 
計畫主持人應具備教學評估分析 

─品質管理循環(PDCA)執行過程與成效分析

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評估技巧)

杜俊元 組長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放射線科 

16:20～17:10 50 
計畫主持人應具備教學評估分析 

─學生(員)評核信效度的建立 

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評估技巧)

黃建中 組長 
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17:10～18:00 50 
計畫主持人應具備之核心能力(II) 

─教學醫院評鑑指標準備要點說明 

一般醫學基本能力

之培育 

林文斾 組長 
三軍總醫院放射診斷部 

18:00～18:25 25 研習成效評估與檢討 
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 

蕭佳吉 理事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8:25  歸      賦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電話：02-2558-5191   傳真：02-2558-5192   網址：www.car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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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計畫推動重點及執行成果計 推動 點及執行成果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1

畢業後臨床綜合訓練(PGY)計畫推動時程

西
醫
師

醫

三個月訓練 六個月訓練
一年期訓練

分組制試辦

二年期醫事人員訓練

2003-2006 2007-2011 2012-2015 2016-2020

1.內科組 2.外科組3.內(兒)組 4.外(婦)組

新版課程

二年期訓練
 PGY1.-不分組：6+6(選修)
 PGY2-分組：9(分組)+3(選修)
 訓練課程內容、訓練醫院資格、
臨床教師、容額、選配、評量
考核

持續檢討/規劃培

22

醫
事
人
員

評鑑

包含中醫(2007-2012)、藥事、醫事放射、醫事檢驗、護理、呼吸治療、營
養、助產職能治療、物理治療、臨床心理、諮商心理、語言治療、聽力、牙
體(2014.7開始)

2011年版教學評鑑

(教補計畫)

2015年版教學評鑑

西醫PGY與教補實地訪查

成效指標填報/獎勵
成效
指標

訪查
輔導

追蹤輔導

教學醫院評鑑
(未納入教補與西醫PGY)

諮詢輔導

與評鑑搭配

實地稽核訪查/諮詢輔導併行

新版課程

採預告制度

訓制度

 視需要更新，以符合執行
現況與醫療照護需求

 教學資源研發與推廣

2019年版
教學評鑑

2007-2008：強調登錄品質、2009-2010：強調改善成效，新增改善指標
2012-2013：強調品質提升，新增量性指標、並設立獎勵門檻
2014~：強調品質持續改善，103年與教學評鑑內容整合

 持續監測，強化指標應用性：指標
整合、填報時程、均衡各職類發展

 強化教師補助與獎勵

計畫執行整體流程

計畫申請
每年2月

每月登錄教師
受訓人員名單
每季領取補助

計畫評估

受補助醫院

計畫審查
【醫策會】

每年3-4月

計畫核定
【衛福部】

每年12月

收訓學員
執行訓練計畫

1.教學醫院評鑑
2.實地稽核訪查

確認醫院
實際執行狀況

填報教學成效指標

成效獎勵
費用依據

教學醫院評鑑
每年5-10月

105年各職類訓練計畫執行概況

職
類

(PG
Y+

專
科)

西
醫

藥
師

醫
事
放
射

醫
事
檢
驗

牙
體
技
術

護
理

呼
吸
治
療

營
養

助
產

聽
力

職
能
治
療

物
理
治
療

臨
床
心
理

諮
商
心
理

語
言
治
療

總
計

核定數
A

839 139 104 128 7 139 76 104 2 24 106 111 78 4 36 1,897

4

實際
執行數

B
638 128 99 104 0 138 57 59 0 3 84 89 59 2 6 1,466

比例
B/A
(%)

76 92 95 81 0 99 75 57 0 13 79 80 76 50 17 77

備註：資料統計截至106年1月1日止，共140家醫院執行之資料。

98-105年受補助人數比例(覆蓋率)
年度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新接受補助人數
A 2,883 1,888 3,728 4,167 3,805 4,115 4,652 4,084

當年度新領證醫事人員
且執登教學醫院人數

B
4,825 3,568 5,570 4,957 4,648 5,358 5,777 5,211

放射
105年

24

97

5

B

受補助比例(％)
A / B 59.75 52.91 66.93 84.06 81.86 76.80 80.53 78.37

說明：
1.受補助人員數：以98至105年，近5年受補助人員總數，資料來源為本計畫管理系統仍在在教

學醫院接受補助之受訓人員。
2.醫事人員領證且執登教學醫院人數：以98至105年領得證書且執登教學醫院的人數估算，資

料來源為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系統。

24.74

98-105年受訓人員分布概況
年度

醫院層級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醫學中心 9,429
(51.2%)

9,261
(51.2%)

11,254
(50.3%)

11,796
(50.9%)

12,488
(51.2%)

14,034
(53.1%)

15,106
(52.6%)

14,381
(51.8%)

區域醫院 8,269
(44.9%)

7,809
(43.2%)

9,765
(43.6%)

10,026
(43.3%)

11,021
(45.2%)

11,537
(43.6%)

12,408
(43.2%)

12,210
(44.0%)

放射
105年

160
(38.0%)

227
(53.9%)

6

地區醫院 710
(3.9%)

984
(5.4%)

1,350
(6%)

1349
(5.8%)

887
(3.6%)

879
(3.3%)

1,152
(4.0%)

1,178
(4.2%)

合計人數 18,408 18,054 22,369 23,171 24,396 26,450 28,696 27,769

說明：
1.100年受惠於補助資格年限放寬（領證後2年內領證後4年內）
2.中醫師訓練計畫於101年12月31日終止，102年1月1日起併入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委員會辦理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故僅呈現98-101年之資料。
3.配合組織改造，牙醫師訓練於102年7月23日起移由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規劃辦理，

故僅呈現98-102年7月23日之資料。

34
(8.1%)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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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問卷調查-訓練成效年度比較

90.69 90.7
88.95

83.06

80

85

90

95

(%)

7

受訓人員臨床實務

能力有提升

受訓人員有正確良

好的臨床服務態度
未來樂意擔任教師

贊成衛生福利部未

來能持續推廣與執

行本訓練計畫

103年 87.85 86.58 87.55 80.69

104年 89.06 89.05 88.97 82.12

105年 90.69 90.7 88.95 83.06

87.85 86.58 87.55 80.69
75

80

受訓人員問卷調查-訓練成效年度比較

86.86

89.52

78 14

80.46
80

85

90

95

(%)

8

銜接學校教育 臨床實務能力提升 未來樂意擔任教師

贊成衛生福利部持

續推廣與執行本計

畫

103年 82.64 85.38 78.55 77.3

104年 86.53 89.3 80.37 80.21

105年 86.86 89.52 78.14 80.46

82.64 85.38 78.55 77.3

78.14

75

80

新進醫事人員訓練涵蓋職類
西醫

護理

藥事

醫事語言

聽力

牙體
技術

9

14類

訓練課程

放射

醫事
檢驗

物理
治療

職能
治療

臨床心
理&諮
商心理

呼吸
治療

營養

助產

治療

二年期訓練課程指引

105年起重新審視訓練計畫

醫事放
射師核
心能力

醫學影像
及放射科
學知識

醫病關係
及團隊溝

通能力

病人

照護

提身

本職

技能

專業

素養

101年公告規範化課程

●基礎訓練

●核心訓練

●專業訓練

102-104年執行期

醫院據以執行，並

依據實際執行狀況

進行調整

★核心能力具體化

★實際可行之成效評估

★核心訓練

考量教學補助費用逐年縮減，未來發展重
點為協助各職類建立【必要之核心能力】
的訓練及成效評估

核定之職類訓練計畫想修改，怎麼辦？

• 系統將不每年開放修改計畫，未來視指引調整幅度開放

大前提：不能違背衛福部公告之指引或低於指引要求

訓練醫院可依據院內討論後之會議紀錄，進行計畫修改

11

教學醫院評鑑時，請以下列資料佐證：
1.討論修改計畫之會議紀錄

2.完成院內相關程序修改之新計畫

完成院內相關程序即可開始執行

經過這個流程修改計畫，於評鑑時呈現計畫與教補系統不一致是OK的！

師資培育制度認證

• 申請認證之機構資格
– 經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
– 各醫事職類公會全國聯合會
– 各醫事職類學會

• 認證對象，共14職類(不含西醫師)：

小提醒：教學醫院僅能
認列執登於該院之教師

• 認證對象，共14職類(不含西醫師)：
– 護理師、藥師、醫事放射師、醫事檢驗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

療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助產師、營養師、
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

優點：
1. 不重複辦理師資認證，醫院/學會/全聯會互相承認彼此訓練資格
2. 減少教師重複上課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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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流程

教學醫院、各醫事職類全聯會與學會
送審師資培育制度認證辦法

本會審查

修改後辦法

 2.1.1明訂有具體教師培育
制度並落實執行

 2.1.4教學能力提升之培育
 104年納入6.2節新進醫事

人員計畫主持人資格

搭配評鑑

補件 1. 本會網站平台公
布認證機構名單

2. 效期屆滿當年申
請展延

衛福部計畫管理系統
登錄認證教師

修改後辦法
暨

修正內容對照表 不符合 符合

通過認證之教學醫院：自105年5月起，由醫院
管理者逕至衛福部計畫管理系統登錄認證教師
通過認證之學會、公會全聯會：提供教師認證
教師名單登錄，由本會進行年資審查作業

認證概況
138家教學醫院、14家專業團體通過師資培育制度認證，合計152家機構

• 醫策會師資認證專區
– 師資培育制度認證辦法
– 認證機構名單

• 衛福部計畫管理系統
認證教師登錄(醫院管理者)

認證機構名單

– 認證教師登錄(醫院管理者)
– 列印教師認證證明書

• 通過認證機構152家
– 149家機構已完成教師認證之登錄，共計 44,959人
– 105年1-10月實際執行計畫之臨床教師共計20,405位，具有師資

認證之資格者計有18,630位，達成率約為91.3％

14

教師認證證明書

教學師資工作坊

• 目的
– 了解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執行重點及未來規劃方向
– 建立各職類教師執行教學經驗分享、交流平台，幫助

臨床教師身心壓力調適

15

教材及教學資源平台

• 本會網站【醫學教育】選單
中，隨時更新本計畫相關資
訊 及 聯 合 訓 練 機 制
http://www.jct.org.tw/

• 【一般醫學知識網】提供教
學訓練醫院、教師、受訓學
員等參考使用，且相關教材
及教學指引免費全文下載
http://www.jct.org.tw/P
GY/【醫策會首頁→出版→
一般醫學知識網】

16

教材及教學資源平台

• 新進醫事人員教案系列
– 醫事放射教案
– 醫事檢驗教案
– 臨床心理教案
– 物理治療教案
– 藥事教材
– 呼吸治療教材呼吸治療教材
– 職能治療教材
– 營養教案
– 語言治療教材
– 聽力教材
– 牙體技術教材

• 醫師及醫事人員
– 用藥安全臨床教案選集(第二版)
–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第一版)
–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第二版)

17

教學成效指標規劃

103年

• 為減輕醫院行政負擔，不重覆準備並提供相關資料，完成教學成效指標與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整合

• 教學成效指標之執行期程改採預告方式，即當年度修訂教學成效指標並公

教學醫
院評鑑
基準

教學
成效
指標

每年填報 4年彙整1次

18

104年
告，於隔年正式施行，以使醫院有充足時間能依成效指標評分基準公告之
內容，規劃調整院內教學訓練方向

105年

• 配合衛生福利部政策並減輕醫院填報指標相關作業之負擔，預告106年度
起即不進行質性指標及改善指標之相關填報作業，另為持續監測醫院執行
本計畫之成效，仍維持每年填報量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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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

4

受訓人員訓練成效評估

• 目的：依護理及醫事放射之「核心能力」，檢視二年期受訓人員
訓練成效是否達成

• 方法：以醫策會/學會/全聯會為發起者，引導該職類執行成效評估
– 研擬研究設計
– 發展評估工具

設定研究對象與條件

醫事放射mini-CEX
醫事放射DOPS

護理mini-CEX

– 設定研究對象與條件
– 徵求合作醫院

19

受訓人員訓練成效評估
醫事放射職類 護理職類

合作醫院家數 35家 15家

受訓人員數 73人 922人

給藥護理：922份
入院護理：922份

20

評估表單
(評估主題/份數)

DOPS：699份
Mini-CEX：484份

護理交班：455份
預防跌倒護理評估：442份
約束護理：85份
疼痛評估與護理：67份
健康問題之評估與護理：48份
共計2,941份。

成效評估 擬利用各評量主題之前、後測
驗結果檢視 觀察三階段評量結果成長趨勢

醫事放射各評量項目之分析情形-DOPS
DOPS前測與後測成績平均值之配對T檢定(N=442)

評核項目 前測 後測

總成績 5.60 ± 2.09 8.47 ± 0.91***

第一項、病人資料核對 6.40 ± 2.15 8.76 ± 0.99***

第二項、申請單各項資料核對 5.98 ± 2.19 8.65 ± 0.98***

第三項、同意書之確認 5.57 ± 2.30 8.49 ± 1.17***

第四項、確認影像與檢查藥物 5 08 ± 2 26 8 13 ± 1 14***

21

第四項、確認影像與檢查藥物 5.08 ± 2.26 8.13 ± 1.14***

第五項、病人安全 5.82 ± 2.33 8.57 ± 1.07***

第六項、應對溝通能力及隱私維護 5.67 ± 2.22 8.28 ± 1.32***

第七項、適當的檢查前準備 5.33 ± 2.39 8.38 ± 1.06***

第八項、檢查技術及儀器操作能力 4.88 ± 2.40 8.27 ± 1.21***

第九項、影像傳輸與品保 5.01 ± 2.42 8.29 ± 1.13***

第十項、環境與設施安全之維護 5.81 ± 2.40 8.52 ± 1.04**

備註：** p<0.01, *** p < 0.001

醫事放射各評量項目之分析情形-mini-CEX
Mini-CEX前測與後測成績平均值之配對T檢定(N=268)

評核項目 前測 後測

總成績 4.94 ± 2.09 8.09 ± 0.95***

第一項、醫療面談 5.31 ± 2.13 8.10 ± 1.48***

第二項、身體檢查 5.04 ± 2.27 8.30 ± 1.08***

22

第三項、人道專業 5.56 ± 2.24 7.69 ± 1.12***

第四項、臨床判斷 4.48 ± 2.35 8.30 ± 1.08***

第五項、諮商衛教 4.78 ± 2.33 8.18 ± 1.30***

第六項、組織效能 4.72 ± 2.31 8.01 ± 1.11***

第七項、整體適任 4.54 ± 2.35 8.10 ± 1.11***

備註：*** p < 0.001

*~感謝教師的投入與支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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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應具備之核心能力(I)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
評量項目重點宣導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聯會

報告人：洪三和常務理事
時間: 2017.5.6

地點:臺中中山醫學大學
1

教學醫院評鑑申請資格(1/2)
※申請醫學中心評鑑者，應同時申請「醫師及醫事人員類教

學醫院」評鑑：至少包含西醫師及牙醫師2類醫師職類，
以及藥事、醫事放射、醫事檢驗、護理、營養、呼吸治療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臨床心理等9類醫事人員職類(作
業程序第五點第(四)款)

※通過各職類訓練計畫書面審查(作業程序第五點第(二)款)
◆申請西醫師職類(西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者，應先通
過「一年期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審查

◆申請牙醫師職類(牙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者，應先通
過「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審查

2

教學醫院評鑑申請資格(2/2)

※通過各職類訓練計畫書面審查(續)
• 申請中醫師職類者，應先通過「中醫醫療機構負
責醫師訓練計畫」審查

• 申請醫事人員(非醫師)職類者，應先通過「臨床醫
事人員培訓計畫」審查

• 通過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事人員(非醫師)職類，
於下次申請評鑑前，應至少收訓1名新進人員或1
名實習學生以上，未實際執行訓練計畫者，則不
得申請該職類之評鑑(作業程序第十六點)

3

新申請醫院

4

新增職類醫院

5

教學醫院評鑑委員安排（含新增職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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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基準內容之編排，區分為章、節、條
、項、款等五個層級，共計有6章、207條
。引用條文規定時，可略去章名與節名。

凡例
二、本基準之條文有下列分類方式：

–依醫院可否選擇免評該條文，可區分為「不可免
評之條文」與「可免評之條文（not applicable）
」。後者於條號前註記「可」字。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以「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等級評量者及以「符合、不符合」評量者二類
，前者共計195條，後者有12條。後者於條號前
註記「合」字。

–「必要條文」，係規範住院醫師值勤時數（基準
1.6.1），於條號前以「必」字註記，亦屬「可免
評之條文」。

評量方式及定義

9

資料來源:www.jct.org.tw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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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評鑑基準條文分類統計表

13

章 條數 可免評條文
之條數

符合/不符合條
文之條數

必要條文之
條數

可 合 必

一 教學資源與管理 18 6 7 1

二 師資培育 4 0 3 0

三
跨領域教學與學
術交流

3 0 0 0

四 教學與研究成果 7 2 2 0

五 實習醫學生及醫
師之訓練與成果

63 63 0 0

六
其他醫事實習學
生及醫事人員之
訓練與成果

112 112 0 0

總計 207 183 12 1

第一章教學資源與管理

14

1.1.1-擔任教學任務之人員有專用辦公空間

目的：

提供教學任務人員專用辦公空間，以確保教學人員便於處

理教學事務。

評量項目：

設置與臨床業務有適當區隔之辦公空間及設備，供擔任教

學任務之人員使用（不限個別或共同使用）。

[註]
1.所稱「人員」，係指執登於醫院且負有教學任務人員，或學校所聘
之教師（如護理職類等），須提供專用辦公空間（不限個別或共同
使用）。

2.教學行政人員辦公室（如：教學研究部），非屬本條文適用之範圍
。

15

1.1.1-擔任教學任務之人員有專用辦公空間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評量方法：

1.實地察看各申請職類擔任教學任務人員之辦公空間
，確認教學空間與臨床業務不會相互影響。

2.詢問各申請職類教學任務人員辦公空間使用狀況。

建議佐證資料：

各申請職類擔任教學任務人員之辦公空間數。

16

1.1.3-醫院應設置網路教學平台

目的：

設置網路教學平台，作為受訓學員便於學習之管道，以達多元學習。

評量項目：
1.具有網路教學平台，提供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
的學習環境。

2.網路教學平台的教材內容應依需要定期更新，且使用情形良好。

3.定期評估受訓學員對網路教學之反映與學習成效。

[註]
1.至少應包含申請受評之職類。
2.網路教學平台泛指網路教學（即e-learning）設備。

17

1.1.3-醫院應設置網路教學平台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評量方法：

1.查核網路教學平台之操作及功能（如：評估測驗功能）。
2.詢問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對網路教學平台之需求與反映。

3.詢問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使用網路教學平台之時機及方便性。

建議佐證資料：

1.網路教學平台使用量相關統計，如：課程閱覽情形統計、或受訓學員
使用統計。

2.各申請職類網路教學平台教材內容定期更新情形。
3.各申請職類受訓學員對網路教學之反映與學習成效評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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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醫院應提供教學教材製作服務
目的：

協助教師教學教材製作及經費補助，以利教師準備教學。

評量項目：

1.醫院提供教師教材製作相關服務，並具可近性及時效性。

2.醫院每年編列經費，補助醫事人員教材製作，且足供使用。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評量方法：

1.詢問教學計畫主持人或醫事人員，瞭解院方提供教材製作服務之可
近性及時效性。

2.各申請職類教材製作補助經費預算編列、實際申請案件數及經費使
用情形。

建議佐證資料：

教材製作服務內容、申請辦法及流程、及實際申請情形。

19 20

1.2.2-適當的文獻檢索與圖書利用機制
目的：

提供文獻檢索功能及館際合作服務，以提升醫事人員使用

圖書資源之便利性。

評量項目：

1.醫院應就院內圖書資料提供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上
網查詢服務。

2.上述文獻查詢功能可提供上班時間外使用。
3.醫院應提供館際合作服務。
4.圖書管理人員應分析圖書、期刊之利用情形，作為續訂
或宣傳之參考。

21

1.2.2-適當的文獻檢索與圖書利用機制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評量方法：

1.詢問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文獻檢索之方便性。
2.請現場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直接操作以瞭解其熟練度、及抽查

是否可下載全文文獻。

3.詢問圖書管理人員文獻檢索與圖書之利用情形；考量部份醫院文獻

檢索可無須帳密即可登入，故圖書期刊利用分析的「對象分類」由

醫院自行定義，得無須細分到各職類之分析。

建議佐證資料：

1.圖書、期刊借閱辦法、及館際合作服務。
2.圖書、期刊或電子文獻檢索之使用情形（如：電子期刊使用下載次

數）。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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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臨床訓練環境
【重點說明】

醫院應提供良好訓練環境，訓練過程中並應確保病

人安全與隱私。

25

1.3.5-提供其他職類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學習或訓練
所需空間及設備

目的：

應提供訓練所需的空間及設備，以利教學活動進行。

評量項目：

1.依訓練計畫需要，提供訓練教材、教具、設施、設備，供受訓人員

訓練使用。

2.提供訓練所需之空間。

[註]
1.訓練所需之空間及設備，如：置物櫃、訓練用儀器、網路或相關系
統使用權限、訓練期間使用之辦公桌椅等。

2.適用於有申請評鑑之職類。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實地察看學習或訓練所需空間及設備。

26

1.3.6-提供模擬訓練設施或環境

目的：

提供訓練所需之模擬訓練設施或環境，供受訓學

生或學員模擬臨床業務操作，以確保受訓學生或

學員實際臨床業務之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

評量項目：

1.依訓練計畫需要提供適當模擬訓練設施或環境。

2.定期評估訓練設施之使用情形。

27 28

第二章師資培育

29

2.1.1-明訂有具體教師培育制度並落實執行
目的：

教師培育中心依醫院特性及各職類教師需求規劃相關課程，並評估檢

討，以達落實教師培育及教學育才之目的。

評量項目：

1.依醫院功能、規模及特性明訂教師培育制度，有計畫地培育師資。
2.師資培育制度之運作，應包含下列事項：

(1)設立教師培育中心（Center for Faculty Development，簡稱CFD
）或類似功能之組織或委員會，或與學校或其他醫院之CFD合作。

(2)有計畫地提供或安排院內教師相關進修訓練課程或活動。

(3)應設有鼓勵措施以促成教師參與進修訓練。
3.定期檢討教師培育制度，分析執行成效並進行改善措施。

4.配合醫院教學發展需要，依各職類醫事人員師生比及人員異動適度
增加師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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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明訂有具體教師培育制度並落實執行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評量方法：

1.訪談計畫主持人或教師，瞭解教師培育制度、鼓勵措施及CFD運作情況
。

2.訪談計畫主持人或教師，瞭解醫院或單位內有無計畫性安排師資培育或
進修。

3.查核師資培育制度認證辦法之落實情形。
4.查核各申請職類教師參與師資培育或進修課程之完訓情形。

5.查核有無定期檢討師資培育制度。
建議佐證資料：

1.醫院CFD功能與運作情形。
2.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之師資培育制度、及師資培育制度認證辦法。
3.師資培育課程時程表、鼓勵進修機制、教師完訓情形、及檢討相關紀錄
。

31 32

33 34

第三章跨領域教學與學術交流

35

3.1.1-與醫療院所建立實質教學合作關係
目的：

藉由跨院際的聯合訓練及教學合作，以期醫事人員接受更完整之訓練。

評量項目：

1.醫院考量其規模、功能、特性及限制，並依各職類訓練計畫需要，訂

定聯合訓練（joint program）（包含外送醫事人員至他院訓練或代為
訓練他院醫事人員）。

2.訂定跨院間之學術交流機制與合作。
3.定期與合作之醫療院所召開檢討會議，並有追蹤及改善方案。

[註]

1.聯合訓練計畫內容，包含合作機構、訓練項目（課程）、訓練時間、
訓練方式及評核標準（方法）及明確的對外聯絡單位及聯絡方式。

2.評量項目3所稱「醫療院所」應為教學醫院，惟西醫PGY核定之2個月
執行醫學訓練課程醫院、牙醫PGY核定之牙科診所及非教學醫院除外

3.未規範聯合訓練時間長短，得視各職類特性及訓練計畫需要而定。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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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參與國際相關學術活動
目的：

藉由國際學術交流，以期醫事人員更精進其教學及研究品質。

評量項目：

醫院有鼓勵並補助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參與國際教學、研究、進修、

研討會議等學術活動之機制與實質措施。

[註]

1.所稱「國際學術活動」包括國內或國外所舉辦者，國內舉辦者包含講
師為國外學者、或活動參與者為國際性。

2.所稱「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包含教師與受訓人員。

37

3.1.2-參與國際相關學術活動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評量方法：

1.查核醫院鼓勵及補助國際學術活動之機制及落實情形。
2.訪談計畫主持人或教師，是否瞭解醫院有提供鼓勵進修措施。

建議佐證資料：

1.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參與國際學術活動之鼓勵機制及補助辦法。

2.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實際參與及補助情形。

38

39 40

3.2.1-有多元化的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

目的：

落實跨職類之醫療團隊合作照護訓練，以期提升全人照護品質。

評量項目：

1.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模式之執行應符合醫院規模或特性。

2.提供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課程，如醫療團隊資源管理(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TRM)、聯合照護案例討論會(combined 

conference)、共同照顧(combined care)、出院準備服務、團隊治療
、安寧療護、病人安全等。

3.醫院能協助院內單位安排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

4.鼓勵所有新進醫事人員實際參與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

41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評量方法：

1.本條文查證重點在於新進醫事人員是否有了解參加的跨領域照護與
學術交流訓練之內涵，訓練歷程的內容與形式得由醫院自行發展。

2.訪談教師或受訓人員，瞭解跨領域團隊訓練照護課程安排、及實際
執行情形。

3.查核醫院對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之協助角色。
4.查核新進醫事人員實際參與訓練情形。

建議佐證資料：

1.各申請職類教學訓練計畫（含訓練內容及頻次）。
2.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相關紀錄（含新進醫事人員參與情形、訓

練歷程等）。

3.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教學成效指標：【指標7-多元化的跨領域團
隊合作照護訓練】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料。

42

106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第13頁，共108頁】



第四章研究教學與成果

43

4.2.1-具備研究鼓勵辦法及獎勵措施
目的：

鼓勵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從事研究工作，以期促

進醫學技術發展。

評量項目：

1.對院內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參與研究訂有鼓勵

辦法，且對研究成果訂有獎勵措施，其鼓勵或

獎勵應兼顧研發重點與公平性，並落實執行。

2.應舉辦研究相關會議，統籌全院研究計畫之進

行，並檢討院內研究之質與量。

44

4.2.1-具備研究鼓勵辦法及獎勵措施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評量方法：

1.查核參與研究之鼓勵或獎勵辦法。

2.查核院內研究的質與量、及檢討機制。

建議佐證資料：

1.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參與研究的鼓勵或獎勵辦法
。

2.檢討院內研究之質與量的相關會議紀錄。

45

4.2.2-有提升研究能力之教學辦法
目的：

提供訓練促使醫事人員具備基本研究能力，並納

入相關醫事人員參與，以期培養更多醫事人員之

研究能力。

評量項目：

1.對住院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提供醫學研究之訓

練或提升研究能力之相關課程。

2.有部分研究計畫能適度納入住院醫師及相關醫

事人員參與，以培養其研究能力。

46

4.2.2-有提升研究能力之教學辦法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評量方法：

1.訪談計畫主持人或教師，是否瞭解醫院有舉辦相關課程
、或協助進行跨職類研究。

2.查核醫院如何協助住院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共同參與研
究及提升研究能力。

建議佐證資料：

1.舉辦提升研究能力課程安排、各申請職類參與情形。
2.有納入住院醫師及相關醫事人員之研究計畫清單。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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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其他醫事人員研究執行與成果良好
目的：

配合教學研究目的設定醫事人員研究目標，並定期檢查達成情形，以達研究目

標。

評量項目：

1.醫院應依據自身功能屬性及研究目標，設定院內其他專任醫事人員發表論文
目標數，惟各職類之最低要求如下：

(1)專任護理人員：過去5年內曾以醫院名義發表論文之人數佔全院專任護理
人員總人數比例至少須達1％，且至少須有1人發表論文。

(2)藥事、醫事放射、醫事檢驗、物理治療、職能治療、營養、呼吸治療、臨
床心理等職類專任人員：過去5年內曾以醫院名義發表論文之人數佔全院
該職類專任人員總人數比例須達10％，且至少須有1人發表論文；惟若臨
床心理師未達5人（含）者，可不受至少須有1人發表論文之限制。

(3)諮商心理、助產、聽力、語言治療、牙體技術職類，不設最低要求規定。
2.醫院應定期（至少每年一次）檢討研究目標達成情形，並配合醫院教學研
究目的，調整各職類之目標數與研究重點。

49 50

第六章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練與成果

條數
可免評條文
之條數

符合/不符合
條文之條數

必要條文之
條數

可 合 必

6.1節 實習學生訓練計
畫執行與成果

56 56 0 0

6.2節
新進醫事人員訓
練計畫執行與成
果

56 56 0 0

51

※依作業程序第十九點第二款規定：教學醫院評鑑基準護理
職類「6.2新進醫事人員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未達合格，
列為「評鑑不合格」

選擇申請之職類

※通過計畫書審查

作業程序第五點第(二)款第5目，申請醫事人員(非醫師)職
類者，應先通過「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審查

※至少有收訓一名新進人員或實習學生之事實

◎作業程序第十七點，經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事人員(
非醫師)職類，於下次申請評鑑前，應至少收訓一名新
進人員或一名實習學生以上，未實際執行訓練計畫者，

則不得申請該職類之評鑑

52

醫事人員類基準未通過之影響
對象 需通過條文 未通過之

影響

6.1節
實習學生

藥事、放射、檢驗、
牙體技術、護理、
營養、呼吸治療、
助產、聽力、物理
治療、職能治療、
臨床心理、諮商心
理、語言治療

6.1、6.2 
供學校安排學生實
習之參考

6.2節
新進醫事人員 6.2 停止補助

53

註: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選擇受評之職類須同時申請6.1節與6.2節，
地區醫院得依訓練需求自行選擇是否評量6.1節，惟欲收訓實習學生之職
類應同時符合6.1及6.2節之規定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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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練計畫具體可行，內容適當

職類
師生比

A組 B組 C組

藥
事

放
射

檢
驗

牙
體

護
理

營
養

呼
吸

助
產

聽
力

物
治

職
治

臨
心

諮
心

語
言

實習
學生 1:1

1:1

註3

2:1 1:3

1:8註

1

1:4 1:4

1:7

註1

1:2 1:3 1:3 1:3 1:2 1:2

PGY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同時指導
實習
學生及
PGY人
數上限

4 3 3
4
註

2
4 4

4
註

2
3 4 4 4 5 5

55

註1：係指學校之實習指導老師。
註2：係指醫院之臨床教師。
註3：醫事放射實習學生師生比不得低於1:1，惟放射診斷實習不得低於2:1。

56

57 58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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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2

63

師資培育制度認證辦法
一、培育對象：符合本計畫作業要點規範之各醫事職類人員。

二、課程範圍：應為「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其內容如：
課程設計、教學技巧、評估技巧、教材製作、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溝通及輔導、
創新教學導入、教師教學經驗分享等。

三、初次教師認證資格：至少須10小時（或10點）「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
課程（或活動），可分次且得於2年內完成。

四、完訓機制及流程：應具體呈現「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
上課時數（或點數），確認機制及核予效期等完訓認證流程。

五、效期及延展規範：
1. 應規範教師認證效期。
2. 應規範認證效期屆滿前，須完成之效期延展要件，
平均每年至少包含4小時（或4點）的「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
動）。

64

教師認證完訓證明

65

師資認證查詢認證機構名單

66

資料來源:www.j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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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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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1

1

106年度教學醫院評鑑準備經驗分享

台北榮總放射線部 莊佩雯放射師

1

臺北榮民總醫院-教學醫院評鑑

● 評鑑期程規劃與權責分工

●定期召開會議追蹤執行進度

●安排院內、院外委員試評

●簡報內容呈現方式

●新進PGY學員訪談重點

2

醫事類A組：醫事放射類
第一~四章共評項目

訓練計畫主持人：王安中放射師

訓練計畫聯絡人：張美彥放射師

臺北榮民總醫院-教學醫院評鑑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3

1.1 教學及研究設備
1.2 圖書、文獻資料查閱機制
1.3 臨床訓練環境
1.4 行政管理之執行情形
1.5 教學、進修及研究經費編列

成效指標3：本計畫之教學資源因應配合措施

第一章教學資源與管理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4

1.1.3
醫院應設置網路教學平台

•E-learning網路教學平台
http://xfile/ezLMS/news/list.php
–提供醫事放射實習學生、新進學員、臨床教師等院內
人員，重覆學習、補救教學等，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
學習環境。

–教學網路平台設有各單位種子教官(施智翔放射師)，負
責上傳錄製的教學檔案

2017/5/1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5

1.1.4
醫院應提供教學教材製作服務

• 醫院教學部提供教材或美編製作相關之業務：
– 各式統計圖表繪製
– 各式插畫、醫學圖繪製
– 醫學海報製作
– 院內活動攝影及醫療紀錄攝影
– 各式錄影剪輯及教材製作

• 一般申請約三天，急件可隔天或當天取得。
• 費用都是由各單位成本中支付。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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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1

2

1.3.5
放射線部醫事放射師設置「儀器教學展示室

」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7

1.3.5
提供放射實習學生研習室及置物櫃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8

2.1師資培育制度執行與成果
2.1.1 明訂有具體教師培育制度並落實執行
2.1.2 明訂有教學獎勵辦法或措施，並能落

實執行，以鼓勵投入教學活動
2.1.3 ㄧ般醫學基本能力之培育
2.1.4 教學能力提升之培育

成效指標1：訂有具體教師培育制度、規劃教學能力
提升之培育課程，並落實執行

成效指標2：訂有教學獎勵辦法或措施，並落實執行
，以鼓勵教師投入教學

第二章師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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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醫事放射師具體教師培育制度並落實執行

「醫事放射師教師培育計畫」
• 壹、前言
• 貳、培育目的：
• 參、培育對象
• 肆、培育內容：
• 伍、臨床教師規範
• 陸、培育方式
• 柒、教師評核辦法
• 捌、評核結果回饋

– 附件一、台北榮總醫事放射師教學成效不良輔導流程
– 附件二、台北榮總醫事放射師進階制度訓練與認定標準架構
– 附件三、台北榮總醫事放射教師實際參與教學活動次數評核自評表
– 附件四、台北榮總醫事放射教師講授課程教學技巧評核表
– 附件五、台北榮總醫事放射臨床教師實務操作指導能力評核表
– 附件六、台北榮總醫事放射全期導師及各區教學負責人教學能力評核表
– 附件七、台北榮總醫事放射全期導師及各區教學負責人教學整體表現評核表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10

2.1.1
醫事放射師具體教師培育制度並落實執行
「醫事放射師教師培育計畫」- 落實執行

• 104年度教師評核結果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11

評估方法 評估頻率 整體結果描述

學員對教師
教學意見調查

每年一次

104年度共7位學員，分別對臨床指導教師及區域教學負責人
進行意見調查，結果如下：
(一)臨床指導教師：78.6%非常滿意、21.4%滿意、0%普通。
(二)區域教學負責人：62.9%非常滿意、37.1%滿意、0%普通。

計畫主持人及
醫放主管對教
師教學觀察

每年一次

104年度共7位全期導師，教學觀察結果如下
計畫主持人：85.7%非常滿意、14.3%滿意
放射師主管：95.7%非常滿意、4.3%滿意

教學能力(4) 教學能度(4) 行政配合(2) 總計

計畫
主持人

非常滿意 75% 93.9% 92.9% 85.7%
滿意 25% 7.1% 78.6% 14.3%

放射師主管
非常滿意 100% 100% 78.6% 95.7%
滿意 0% 0% 21.4% 4.35%

總計

非常滿意 87.5% 96.4% 85.7% 90.7%
滿意 12.5% 3.6% 14.3% 9.3%

2.1.1
醫事放射師具體教師培育制度並落實執行
「醫事放射師教師培育計畫」- 落實執行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12

學員填寫實務操
作教師問卷

教學能力 教學態度

小計
教材
準備
符合
訓練

表達
能力
講解
清楚

專業
學術
知識
充足

臨床
操作
技能
完備

教學
熱忱
認真
負責

關心
學員
解決
問題

回饋
意見
積極
回應

溫馨
和諧
教學
環境

104
年度

非常滿意 85.7% 71.4% 78.6%

滿意 14.3% 28.6% 21.4%

普通 0.0% 0.0% 0.0%

103
年度

非常滿意 56.6% 43.3% 50.0%

滿意 31.7% 45.0% 38.3%

普通 11.7% 11.7% 11.7%

106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第20頁，共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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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醫事放射師具體教師培育制度並落實執行
「醫事放射師教師培育計畫」- 落實執行

13

計畫主持人及
醫放主管對教
師教學觀察

教學能力 教學態度 行政配合

小計
教材
準備
符合
訓練

表達
能力
講解
清楚

專業
學術
知識
充足

臨床
操作
技能
完備

教學
熱忱
認真
負責

關心
學員
解決
問題

回饋
意見
積極
回應

上課
不遲
到早
退

協助
執行
教學
活動

完成
評量
紀錄
詳細

104
年度

非常滿意 87.5% 96.4% 85.7% 90.7%

滿意 12.5% 3.6% 14.3% 9.3%

普通 0.0% 0.0% 0.0% 0.0%

103
年度

非常滿意 54.7% 76.6% 90.6% 70.6%

滿意 45.3% 23.4% 9.4% 29.4%

普通 0.0% 0.0% 0.0% 0.0%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2.1.1
醫事放射師具體教師培育制度並落實執行
「醫事放射師教師培育計畫」- 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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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填寫
導師及各
區教學負
責人問卷

訓練課程設計適當訓練過程教學得宜
完成學習(訓練)主
題─目標

提供回饋─指
導放射師

具備教
學熱誠

具備教
學能力

學
習
目
標
明
確
清
楚

清
楚
告
知
訓
練
目
標

訓
練
內
容
難
易
適
中

訓
練
內
容
條
理
專
業

評
估
需
要
安
排
進
度

提
出
問
題
回
應
適
當

引
導
誘
發
思
考
學
習

尊
重
方
式
教
導

促
進
獨
立
學
習
環
境

提
醒
執
行
作
業
標
準

完
成
訓
練
資
源
足
夠

完
成
訓
練
資
源
易
得

教
師
易
找
利
於
學
習

教
師
指
導
時
間
足
夠

訓
練
過
程
明
確
規
範

即
時
學
習
成
果
回
饋

肯
定
成
效
補
強
不
足

觀
察
回
饋
病
家
互
動

評
核
回
饋
專
業
技
術

104
年度

非常
滿意

60.0% 68.6% 47.1% 71.4% 78.6% 78.6% 62.9%

滿意 40.0% 31.4% 52.9% 28.6% 21.4% 21.4% 37.1%

普通 0.0% 0.0% 0.0% 0.0% 0.0% 0.0% 0.0%

103
年度

非常
滿意

26.7% 37.3% 31.7% 27.1% 58.3% 50.0% 33.1%

滿意 61.7% 54.2% 61.7% 58.3% 41.7% 50.0% 57.8%

普通 11.7% 8.5% 6.7% 14.6% 0.0% 0.0% 9.1%

2.1.2
明訂教學獎勵辦法或措施，落實執行鼓勵投

入教學
• 臨床教師提升放射醫學專業獎勵辦法：

–學術發表、論文寫作、研究計畫之獎勵辦法

–執行成效：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15

學術研究成果補助 績效獎金 交通費
優良雜誌期刊(SCI) $30,000 x

一般論著或技術性論文(Non-SCI) $20,000 x

學術會議口頭發表
國際會議(外文發表) $9,600 依院方規定申請
國內會議(中文發表) $6,000 依院方規定申請

學術會議壁報展示
國際會議(外文發表) $7,200 x
國內會議(中文發表) $3,600 x

院外研究計畫主持人每月核發 $500 x

期刊發表及國內外會議論文發表

車馬費及會議報名費補助 加發績效獎金

102年 $48,800(其中一位AACRT在泰國) $151,200(20位)

103年
$120,000(其中一位ISRRT在芬蘭113,600
元)

$176,400(13位)

104年 $0(104年國際會議在台北) $159,600(15位)

104年度鼓勵臨床指導教師學術發表補助159,600元
姓名 職稱 發表論文主題

工作績效獎
金補助 備註 會議或期刊名稱

王安中醫事放射師彈性超音波檢查可有效減少甲狀腺良性結節
接受細針抽吸的使用 20,000 期刊 北市醫放雜誌(2014:(1):15-27)

【2014.12出刊】

高偉堯醫事放射士不同攝影張數序列之設定對血管攝影之輻射
劑量與影像品質的影響 20,000 期刊 北市醫放雜誌(2014:(1):1-7)

【2014.12出刊】

黃筱琪醫事放射士髖關節擺位技術對骨質密度測量結果之影響 20,000 期刊 北市醫放雜誌(2014:(1):28-32)
【2014.12出刊】

陳暘升醫事放射士
血管攝影載藥微球栓塞技術結合電腦斷層治
療復發性乳癌患者 (case report) 10,000 期刊

北市醫放雜誌(2014:(1):33-40)
【2014.12出刊】

周淑櫻醫事放射師Radiographic Presentation of Chylous 
Syndrome 9,600 英文口報 2015年臺韓國際學術研討會(臺北

榮總/205.04.19)

許恒賓醫事放射師The Experiences with Cone Beam CT in 
VGH-Taipei 9,600 英文口報 2015年臺韓國際學術研討會(臺北

榮總/205.04.19)

陳育宣醫事放射師A Needle in a Haystack - Case report 9,600 英文口報 2015年臺韓國際學術研討會(臺北
榮總/205.04.19)

陳品君醫事放射師The Effect of Covering Thickness on T-
Score of DXA 9,600 英文口報

2015年臺韓國際學術研討會(臺北
榮總/205.04.19)

黃筱琪醫事放射師Effect of Hip Positioning on Hip Bone 
Mineral Density Measurement 9,600 英文口報

2015 KIMES & Seoul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2015.03.05-03.08)

劉致康醫事放射師
Quantified Proton MR Spectroscopy in the 
Brain Changes of Spinal Cord Injury 
Patients with Neuropathic Pain

9,600 英文口報
2015年臺韓國際學術研討會(臺北
榮總/205.04.19)

王安中醫事放射師導航射頻與傳統射頻治療技術應用於肝癌之
比較 6,400 中文口報 第48次年會暨第22回東亞國際學

術大會(淡水馬偕/2015.03.29)

江惠如醫事放射師自製仿乳房超音波病灶假體評估 6,400 中文口報
2015年台韓國際學術研討會(臺北
榮總/2015.04.19)

劉春蘭醫事放射師評估乳房腫瘤剪力波速：測量位置與測量結
果之關係 6,400 中文口報 2015年台韓國際學術研討會(臺北

榮總/2015.04.19)

劉春蘭醫事放射師利用虛擬接觸定量影像技術提高乳房腫瘤的
診斷率 6,400 中文口報 第48次年會暨第22回東亞國際學

術大會(淡水馬偕/2015.03.29)

杞宜靜醫事放射士注意力不足過動障礙症患者之不健全小世界
大腦網絡整合 6,400 中文口報 2015年台韓國際學術研討會(臺北

榮總/2015.04.19)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16

2.1.3
ㄧ般醫學基本能力之培育

醫事放射專業領之提升 -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
• 每月第三週週四中午定期舉辦專題演講、相關學術新
知介紹或專業課程訓練，以提升醫事專業學識與培育
臨床指導教師素質【醫事放射專業領域、一般醫學基本能力】-10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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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課程名稱 講師
2015/1/26 特別演講_SONO 王信凱醫師
2015/3/12 SONO教學示範_課程主題THYROID 王安中放射師
2015/3/19 ER教學示範_課程主題PORTABLE 張智欽放射師

2015/4/16
ROUTINE教學示範_課程主題SKULL-
ROUTINE

楊承閎放射師

2015/5/21 MRI教學示範_課程主題MRI-BRAIN 范源洪放射師
2015/6/18 ANGIO教學示範_課程主題XA-BRAIN 陳暘升放射師
2015/7/16 CT教學示範_課程主題CT-BRAIN 陳英舟放射師
2015/8/20 CT教學示範_課程主題CT-ABDPMEN 黃桂蓮放射師
2015/9/17 MRI教學示範_課程主題MRI-ABDOMEN 許欉鴻放射師
2015/10/15 SONO教學示範_課程主題SONO-ABDOMEN 江惠如放射師
2015/11/19 ROUTINE教學示範_課程主題L-SPINE 劉銘華放射師
2015/12/17 ANGIO教學示範_課程主題XA-ABDOMEN 林清茹放射師

2.1.4
教學能力提升之培育

醫事放射師-派員參加醫事放射職類教學技巧課程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18

會議主題 日期 地點 主辦單位 出席教師
104年度「醫院評鑑及教
學醫院評鑑綜合討論會
議」暨「全國教學醫院
醫事放射主管及醫學影
像暨放射科學系科主任
座談會議」

2015/4/18
中山醫學
大學

中華民國
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

王安中放射師、
張美彥放射師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
師資培育工作坊─教學計
畫主持人訓練(北區)

2015/5/23
台北市立
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

中華民國
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

王安中放射師、
黃姍姒放射師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
師資培育工作坊─臨床教
師教學技巧訓練(北區)

2015/6/13
台北市立
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

中華民國
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

莊佩雯放射師、
何漢庭放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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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國內與國際間學術交流活動
3.1.1與醫療院所建立實質教學合作關係
3.1.2參與國際相關學術活動

3.2 跨領域團隊合作

成效指標8：與醫療院所建立實質教學合作關係
成效指標7：多元化的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

第三章跨領域教學與學術交流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19

3.1.1
與醫療院所建立實質教學合作關係

• 訂有「醫事放射師職前二年訓練聯合訓練計畫」，並對外
公告於台北榮總放射線部的網頁上。
– 包含訓練項目(課程)、訓練時間、訓練方式及評核標準(方法)及明
確的外部對口單位及連絡方式。

– 訓練時程可依委託醫院需求安排訓練及考核，明定項目、時間、
方式及評核標準，內容具體且確實可行。

• 自101年至103年共外訓二個梯次三位學員，代訓
二個梯次二個學員， 104年度代訓一個梯次一個
學員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20

聯合訓練執行成果
訓練梯次 參與人次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外送其他醫療機構訓練 2 3
其他醫療機構來院訓練 2 1 2 1

3.1.1
與醫療院所建立實質教學合作關係

醫事放射聯合訓練清單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21

職類別 外送/代訓 合作醫療院所 人次 學員姓名 訓練項目 訓練期間

醫事放射 □外送■代訓 壢新醫院 1 盧耀彬 超音波 104/10/19-23

醫事放射 □外送■代訓 衛福部桃園醫院 1 劉致君 超音波 103/12/1-104/2/28

醫事放射 □外送■代訓 署立桃園醫院 1 錢暐婷 超音波
103/3/3-5/17

及8/18-8/29

醫事放射 □外送■代訓 台中榮總 1 張倪蓉 磁振造影 103/1/6-1/24

醫事放射 ■外送□代訓
馬偕紀念醫院
台北分院

1 張瑾瑜 電腦斷層 102/4/24-4/28

醫事放射 ■外送□代訓
馬偕紀念醫院
台北分院

2 郭寶珠、黃衛隆 電腦斷層 102/5/57~5/29

3.1.1
與醫療院所建立實質教學合作關係

醫事放射師聯合訓練與合作機構溝通良好
• 針對課程內容、權責界定及相關行政事項有正式
公文函送記錄，並有檢討改善會議，檢討受訓人
員之訓練課程與情形並訂有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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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教學成果之評估
4.1.1成效指標填報結果之評估與改善

4.2研究之教學與獎勵
4.2.1具備研究鼓勵辦法及獎勵措施
4.2.2有提升研究能力之教學辦法
4.2.3重視研究倫理，並查核研究論文真實性

4.3 研究計畫之執行成果
4.3.1爭取院內外研究計畫案件
4.3.3其他醫事人員研究執行與成果良好

第四章研究教學與成果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23

4.2.2
有提升研究能力之教學辦法

• 依本院「台北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醫事放射師教師培
育計畫」之「陸、培育方式」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
自102年起導入實證醫學以提升研究能力。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24

日期 演講主題 講座
102.1.3 實證醫學簡介 教學研究部 郭英調醫師
102.2.7 研究方法簡介 教學研究部 郭英調醫師
102.3.21 論文評讀 教學研究部 郭英調醫師
102.4.11 描述統計簡介 教學研究部 郭英調醫師
102.4.18 實證醫學-嘉基經驗分享 嘉義基督教醫院陳嘉宏放射師
102.5.2 實證醫學-嘉基經驗分享 嘉義基督教醫院陳嘉宏放射師
102.5.16 推論統計簡介 教學研究部 郭英調醫師
102.6.6 執行實證醫學的成本效益分析 教學研究部 郭英調醫師
102.7.18 實證醫學概論 急診部 徐德福醫師
102.8.22 實證醫學於臨床之應用 急診部 徐德福醫師
102.9.12 實證醫學文獻探索—以護理為例 護理部 陶芳美副護理長
102.10.17 實證醫學讀書報告—以護理為例 護理部 鄭慧娟護理長
102.11.21 實證醫學推廣—藥學部經驗分享 藥學部 姚舒婷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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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醫事放射師研究執行與成果良好

• 過去5年內，全院醫事放射師(含診斷、核醫、放腫)以本院
名義發表之學術性期刊(  44篇)、研討會或相關學術性會
議(國內35篇及國際33篇)發表之口頭報告或壁報，總計共
有112篇。

• 51位放射師發表佔全院醫事放射職類(154位)之比例為
33.1%。

2017/5/1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25

年份
發表類別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合計

期刊 11 5 10 12 6 44

會議報告
國際

12
9

6
3

20
11

16
4

14
6

68
33

國內 3 3 9 12 8 35
小計 23 11 30 28 14 112

專任醫事放射師人員
總人數(A)

發表論文人
數
(B)

比例(=B/A*100)
醫院設定目標數

(%)
評鑑條文規範

(%)

154 51 33.1% 20% 10%

第六章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練與成果

【醫事類A組：醫事放射類】

臺北榮民總醫院-教學醫院評鑑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26

6.1.1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練計畫具體可行，內容適當

實習護照內容

• 本院使用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訂定之
「實習學生護照」進行訓練；並訂定本院醫事放射實
習學生之教學訓練計畫，每年編列「放射實習學生實
習須知暨教學手冊」符合教學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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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項目
(摘錄)

(一)實習訓練包括放射線診斷、放射線治療、核子醫學、超音波
等游離輻射及非游離輻射之臨床技術實務操作，授課內容含
基本課程(輻射安全、放射相關法規、感染管控、病人安全、
專業倫理)及放射線診斷技術、放射線治療技術、核子醫學
診療技術及超音波掃描技術等專業課程，各校學生在本院總
實習週數為28週。

(二)操作各項檢查設備儀器前須經指導老師實際操作使用講解後，
在老師監督指導下操作，並熟悉檢查儀器上之功能，不得不
正當使用。

(三)臨床技術實務操作技能須熟悉各項影像檢查技術、影像獲取
與品保，放射治療計畫、治療技術與品保。

(四)放射線部之影像診斷技術實習14週
(五)放射線治療技術實習6週
(六)核子醫學診療技術6週

6.1.2 
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 本院放射線部依教學訓練計畫，配合使用中華民國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聯會發行之實習護照，執行各項教學：
– 教學活動(實習各站現場解說實務訓練)：依「實習須知暨
教學手冊」，排定之時程至各站實習；範例如下表

– 教學課程
– 專題報告

• 案例討論
• 口頭報告
• 書面報告

–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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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數 日期 ＊＊＊ ＊＊＊ ＊＊＊ ＊＊＊ ＊＊＊

1 2015/7/13 2015/7/17 婦科/乳攝 DENTAL MR MR SONO
2 2015/7/20 2015/7/24 DENTAL 婦科/乳攝 MR MR SONO
3 2015/7/27 2015/7/31 血&介 血&介 SONO SONO CT
4 2015/8/3 2015/8/7 血&介 血&介 SONO SONO CT
5 2015/8/10 2015/8/14 ER IVU /骨密 CT 心超/心導 婦科/乳攝
6 2015/8/17 2015/8/21 IVU /骨密 ROUTINE CT ER DENTAL
7 2015/8/24 2015/8/28 MR MR DENTAL CT 血&介
8 2015/8/31 2015/9/4 MR MR 婦科/乳攝 CT 血&介
9 2015/9/7 2015/9/11 SONO 心超/心導 血&介 婦科/乳攝 ER
10 2015/9/14 2015/9/18 SONO ER 血&介 DENTAL IVU /骨密
11 2015/9/21 2015/9/25 心超/心導 SONO IVU /骨密 血&介 MR
12 2015/9/28 2015/10/2 ROUTINE SONO ER 血&介 MR
13 2015/10/5 2015/10/9 CT CT 心超/心導 IVU /骨密 心超/心導
14 2015/10/1

2
2015/10/1

6
CT CT ROUTINE ROUTINE ROUTINE 

註：(心超/心導)：星期一~二心臟超音波/ 星期三~五心導管。
(IVU /骨密)：星期一~三IVU / 星期四~五骨質密度檢查室。
(婦科/乳攝)：女生上午婦科超音波 / 下午乳房攝影；男生在第11檢查室(原門診x光室)
(急診)：週一上午體外振波碎石室，詳見「急診Ｘ光室實習Check-list及行事曆」。
(血&介)：血管攝影及介入性透視診療，詳見「透視及Angio檢查區時程表」

• 錄製數位學習課程
可供實習生對於較
不熟悉的部份重覆
學習。

• 實習週數滿一週的
實作均有安排
DOPS或Mini-CEX 
的雙向回饋評量：
– 在當站實習結束能
確認完成學習目標
，若有未達期望(
標準)的實習生，
則會輔導補強，補
考至達到期望(標
準)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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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依學生能力適當調整

104年教師會議明訂實習護
照的病例報告填寫負責主
題、教師及階段完成期限
(P)

雖然限制部份學生自由發
揮，但各負責教師能在學
生實習當站，配合該區學
習主題依期限完成病例報
告之討論及教學(D)

將於今年度實習生教師會
議中提報，列入未來實習
生教學活動的準則(A)

所有同學均能順利完成病
例報告之討論與教學活動
及護照之填寫(C)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30

6.1.2 
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教師參與修訂計畫

D

C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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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定期評估實習學生學習成果

• 於各檢查室完成訓練並進行評量，與教師共同完成實習護照
，對於實習生之專業知識、實務操作能力及學習態度填寫評
估及回饋。

• 採用Mini-CEX、DOPS等雙向回饋評量機制：
– 實習週數滿一週的實作均有安排DOPS或Mini-CEX 的雙向回饋評量
，俾便在當站實習結束能確認完成學習目標，若有未達期望(標準)的
實習生，則會輔導補強，補考至達到期望(標準)為止，方式適切且能
符合個別訓練課程的內容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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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實習學生學習成果符合訓練目標

•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實習訓練結束，應屆畢業通過國
家考試比率(71%)大於全國通過率(38.9%)約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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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 學員到職當日由計畫主持人說明「二年期醫事放射師畢業
後一般訓練計畫」，並交付學員下列手冊：
– 「臺北榮民總醫院醫事放射師畢業後一般訓練學員須知暨評核手
冊」

– 「跨領域學習紀錄手冊」
– 「操作型技術評量(DOPS紀綠)」
– 「Mini-CEX評核紀錄」
– 「導生互動會議紀錄與指導老師評量表」

• 手冊封面均註明全期導師、訓練計畫補助起迄日期、計畫
主持人、計畫聯絡人及教學計畫分組(診斷、核醫、治療)
負責人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33 2017/5/1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34
34

新進放射師訓練流程
筆試，口試(進用測驗)

PGY判定

PGY學前評估
(線上筆試、訪談口試)

期末評核(以學員為中心針對學員加強項目)

依據訓練計畫執行，並以
學習者為中心安排，原則
以外圍單位先執行。
核醫、治療各一週。
MR    各2 次訓練
CT     各2 次訓練
Sono 各2 次訓練

Mini-CEX 手冊
DOPS    手冊

導師面談與教師評核手冊
學習歷程手冊(學習護照)
跨領域學習紀錄手冊

完訓(交回所有檔案)

PGY核心課程
網路數位學習
數位測驗

導師面談前三個
月每月1次，之後
每季至少一次

一般新進
人員訓練

分配導師

免PGY

面試問卷調查表

6.2.4 
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 對學習成果不佳之學
員，訂有輔導機制並
落實執行：

– 訂有「台北榮總醫事放
射師畢業後醫事放射學
員訓練規範」、「畢業
後醫事放射學員再輔導
訓練規範」，針對學習
成效評估結果檢討改善
，依再輔導訓練規範，
訂定「新進醫事放射師
退訓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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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36

• 每月由聯絡人轉知提醒學員「與部長有約」之餐敘。(每月第四個星期二
中午在員工餐廳，教學部主任與各醫事職類學員在員工餐廳用餐，提供
學員反映的管道。

• 放射線部定期舉辦臨床教師會議檢討改善訓練計畫課程。

• 利用調查問卷的方式了解學員對課程與教師的滿意度，針對學員所反映
的問題，利用教師或區域負責人給予適當回覆。

• 利用Line的通訊軟體，組成聊天室供學員分享生活點滴或反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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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104年100%滿意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37

6.2.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多元化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學員學習成果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38

• 院方每年定期安排各醫事類交叉評估觀摩以評估計畫落實執
行。

• 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訂有「台北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醫
事放射師教師培育計畫」，包含評核辦法並落實執行。

多元評估教師的方法 評估頻率 整體結果描述

學員對教師教學意見調查 每年一次
100%滿意(104年
)

資深教師&主管對教師教學觀察 每年一次 100%滿意

安排教師教學演講，並由同儕
教師評量其教學技巧

每月安排一位教師示範
教師並接受同儕評量

99%以上滿意

6.2.4 
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學員之學習成果符合訓練目標

• 本院醫事放射PGY學員，四年來共有16位參訓，
訓練時程已完成超過20個月共有六位，其中有2
位學員於國內外會議發表學術演講及雜誌共計有4
篇，發表人數33.3%，略高於醫事放射職類近五
年，全院學術文章發表人數的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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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論文名稱 論文類型 會議名稱 會議日期
會議
地點

李沅蓉 分析新竹地區居民的飲食習慣對骨質密度的影響 口頭報告
第47次年會暨國際醫學影像
學術研討會

103.03.09
嘉義
長庚

李沅蓉
Using Quantitative Ultrasoun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Dietary Habits on 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口頭報告
2015年台韓國際學術研討
會

104.04.19
臺北
榮總

江蓮
Using Color-Coded DSA Images in Cerebral 
Angiography

口頭報告
2015年台韓國際學術研討
會

104.04.19
臺北
榮總

江蓮
建立彩色數位血管攝影分析平台-使用於腦部血流
動力學參數測量

Article 北市醫放雜誌(2015年)

我們的特色
多元化評核、雙向回饋、全期導師、
定期教師會議、醫學中心院際聯合訓練

2017/5/1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40

教學訓練計畫 教學課程活動

學習成果分析改善 成效評估雙向回饋

多元化評估-
Mini-CEX及DOPS 40

放射教師指導
新進放射師

放射師教師委員
檢討會議

學習手冊、
跨領域紀錄

專任導師
溝通紀錄手冊 D

CA 

P

PGY前後測評估
分析學習成果

上次評鑑建議改善事項追蹤
二、綜合意見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41

2 建議貴院醫事職
類可比照護理職
類，設立含教學
能力提升之專業
晉級制度。

V

呼吸依學會分註冊治療師、進階治療師
一、二級、專科治療師，現有一名專科、
二名進階心理100/4定分級制度分一、二
級及協同臨床教師職治依臨床實務年資
分三級物治教師優先晉升公務員藥事
101/5實施P0-P4進階制度醫檢規劃資淺
及資深1~3級共4級醫放102/7起分五級，
MRT0至MRT4級，契約放射師升士生須
具MRT3資格，士生升師三須具MRT4資
格營養102/4制定營養師D1~D4晉階作
業103年實施

102/7起MRT制度

CT MR RF XA US total

102
MRT3 3 0 0 0 0 3

MRT4 6 7 6 5 4 28

103
MRT3 1 0 0 0 2 3

MRT4 1 4 0 0 0 5

104
MRT3 1 0 0 0 0 1

MRT4 0 1 0 0 0 1

MRT3 5 0 0 0 2 7
MRT4 7 12 6 5 4 34

教學醫院評鑑-醫事組A組-醫事放射 422017/5/1

106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第25頁，共108頁】



2017/5/1

8

學員訪談重點

43

●

教學醫院評鑑訪談-PGY學員版—評鑑當天不能讓委員看到 
題號 問題 建議答案 備註 

1 是否曾使用過
網路教學平台 

知道我們的網路教學平台(數位教學)包括
(1)TAS (2)E-learning (3)EDU (4)VHS： 
1. TAS：教學評估系統，目前線上有

Mini-CEX、DOPS 的評量表 
2. E-learning：數位學習-PGY 核心課程

(前二個月完成)、訓練前後測、授課滿
意度等功能。 

3. EDU 全院開課系統，查詢上課記錄、全
院開課情況及線上報名。 

4. VHS 北區數位學習網，和 E-learning
類似的數位學習，可以在院外的電腦上
課。 

1. 一定要會操作 e-learning(PGY
核心課程)、TAS(Mini-CEX、
DOPS 的評量)、EDU 或 VHS
等系統 

2. 教師、PGY 學員使用 3270 帳
密，學生使用核發的 E-mail 帳
密 

3. 數位學習的部份，E-Learning
僅開放院內有點可惜，知道有人
反映過，院方仍以資訊安全為由
不建議開放，所以只好接受！ 

2 是否曾使用過
網路進行文獻
檢索？方便性
如何？院外可
以查文獻嗎？
有何優點？有
何改善意見？ 

1. 是否有使用過，依實際回答，但是要知
道如何使用；理論上有查過 paper 應該
都有用過，尤其我們去年開始導入實證
醫學，一定要查文獻！ 

2. 知道院外也可以查文獻： 
(1) 有查過，知道如何設定。 
(2) 沒有用過，但知道要做一些網路的

設定，沒有需求所以沒有特別研
究。 

1. 可能會請您現場上線操作圖
書館檢索系統，無論如何請
練習一下。 

2. 現場線上操作檢索！！！ 

4 如何知道醫院
圖書館有定期
公告新書(期
刊)資訊 

1. 知道醫院圖書館的新書(期刊)資訊，本
院教學部會定期mail(院內的 mail 信箱)
新書資料給同仁。 

2. 網路上也有定期公告：教學部/圖書館/
館藏查詢/新書通報 

本院圖書館十一月份新編西文圖
書資料 http://tvghlibbooklist.blogspot.tw/ 
新書選介, 歡迎您發表書評或意見
http://tvghmedlibnewarrivalbooks.blogspot.tw

/每月都有新書目錄，圖書館網頁有
新書部落格可查詢 

5 有參加導生面
談，導師或計
畫主持人多久
會和您討論溝
通？ 

有參加導生面談，定時的面談包括： 
1. 依照訓練計畫，報到的第一天會和計畫

主持人面談 
2. 導師面談則是前三個月每月 1 次，之後

每季至少一次。 

1. 請記得補足面談記錄。 
2. 今年度新增 LINE 群組聊天室，

可以即時反映問題或傳達訊息。

6 是否清楚後續
課程之期程安
排？ 

清楚，因為我們有學習訓練手冊，裡面有
明定訓練課程的安排。 

記得呈現 PGY 的學習訓練手冊。 

7 過去老師曾對
您的學習成果
作過哪些評
估？是否清楚
自己哪些須補
強？ 

有進行 Mini-CEX 及 DOPS 的評量，因為
有現場即時雙向回饋，所以能清楚知道自
己需要補強的部份。 

記得呈現 Mini-CEX 及 DOPS 的評
量手冊。 

44

9 曾參與跨領域
團隊訓練照護
課程 

1. 有參與跨領域團隊照護的訓練課程，有
與教師一同參加，並有填寫心得記錄。 

2. 有哪些職類參與？學習到什麼？曾經上
過的主題是：「         」 

1. 記得呈現跨領域團隊照護手冊。
2. 理論上是使用上班的時間去學

習。 
3. 記得要和教師一起回憶往事 
4. 舉實例說明，學習到什麼 

10 醫院或訓練單
位是否曾讓您
作過有關訓練
計畫的滿意度
調查？調查方
式？多久一
次？ 

醫院有讓我們做過訓練計畫的滿意度調
查，採不計名，線上填寫問卷方式。一年
填寫一次。 

 

11 您認為醫院的
教學設備有什
麼優點？有什
麼缺點？有什
麼特色？ 

優點(例如)： 
1. 各項儀器種類很多，可以學習的儀器設

備也有很多。 
2. 會議室及各檢查區的電腦數量足夠。 
3. 病人多，教學案例多，教師經驗豐富。 
缺點：病人很多，影響教學與學習的時間。

1.可知教學設備是否足夠 

12 教師如何分配
您的學習與工
作時間？ 

各檢查區會因為技術的難易程度而有不同
的不能獨立作業時間，學習完成後通過評
量後才能獨立作業。例如一般常規 X 光檢
查的攝影技術，上午為學習時間，完成學
習後，下午即為工作時間。在工作中若有
任何不清楚的，都有教師在附近可以請教。

1.一邊做一邊學，隨時都有收穫 

13 您對醫院的教
學活動有何意
見？ 

1. 知道，在全院開課系統中，可以清楚知
道每年的必修時數，包括感管、病安等
教學活動，可以知道自己各項的達成
率，也可以查詢尚未達成的課程開課情
況，還可以線上報名。 

2. 中午的教學活動，若報名人數未滿，院
方也會即時廣播，沒有事先報名的也可
以現場報名。 

目的希望學生或學員說出有參加
單位內或全院性課程，例感管、病
安、期刊論文資料庫查詢、研究..
等 

14 知道醫事放射
臨床教師的資
格嗎？ 

1. UGY 教師必需在教學醫院服務滿二
年，PGY 教師是滿三年，另外必需要取
得提升「教學技巧」能力的課程，二年
內 10 點，才符合本院臨床教師的資格。

2. PGY 訓練期間，院方有安排新進教師訓
練營，讓我們能盡速取得教學技巧。 

1. PGY 訓練期滿二年後，就符合
UGY 教師的年資限定，所以，
請各位 PGY 的學員，在第二年
要開始上教學技巧的課程嘍！ 

    

 

KM

45

●

KM

46

KM

47

●

總結

●簡報內容表格優於圖片，圖片優於文字

●所有會議資料與佐證資料均上傳至KM
●分工合作團隊作戰，成立LINE群組隨時通
報進度，相互補位

●集訓學員和老師，加強訪談重點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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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R.O.CTaipei,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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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教學醫院評鑑分享
放射診斷科放射診斷科

報告人：鍾承諺

病 床 類 型 床 數
急性一般病床 340

加護病床 41
嬰兒床 25

病床配置 員工數：883人
統計日期：至105.05.20

22

特殊
病床

嬰兒床 25
嬰兒病床 8
急診觀察床 27
手術恢復床 6
洗腎治療床 68

合 計 515

醫師 77
護理人員 387
醫事人員 144
行政及其他人員 275

區域、地區教學醫院有別於醫學中心

原因分析

去年教學評鑑醫院數略少

3

去年教學評鑑醫院數略少

遇颱風天…評鑑兩次

爆
肝
的
黑

教
學
醫

白
人
生

醫
院
評
鑑

評鑑前作業

1.導讀

2 預評2.預評

3.找資源 (考前猜題..潛入友院)

4.交叉稽核 (重口說並對照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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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查證
金光閃閃

事先準備(一)

8

事先準備(二)

9

事先準備(三)

10

• 前次評鑑建議改善事項

• 教學資源與管理

教學師資

大綱

• 教學師資

• 跨領域教學與學術交流

• 教學與研究成果

• 放射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練與成果

前次評鑑建議改善事項已完成
章節 建議事項 改善完成 改善重點

第一章 教學資源與管理 7 7 改善物治、職治教學辦公空間
增設會議室線上借閱系統管理
改善實習生學習環境及圖書資源
建構電子資源各職類使用統計
增購教學設備及臨床技能教具
增設研究成果查核機制

第二章 師資培育 1 1

第三章 跨領域教學與學術交流 0 0

第四章 研究教學與成果 1 1

1212

第五章 住院醫師 3 3
修訂外科訓練計畫內容
調整死亡及併發症個案挑選機制
提升病歷書寫能力及品質

第六章

A組
藥事 1 1

增加多元學習評量方式
建全實習生實習檢討制度及紀錄
建立評量信效度
增加補強教學機制
落實教學檢討機制及計畫修訂

檢驗 1 1

B組 護理 5 5

C組
物理治療 3 3

職能治療 4 4

綜合意見 1 1 增加各職類教學資源使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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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評鑑建議改善事項

• 教學資源與管理

教學師資

大綱

• 教學師資

• 跨領域教學與學術交流

• 教學與研究成果

• 放射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練與成果

醫事教育委員會
教學資源與管理

共用辦公空間及四套PC設備
具上網功能

適當教學空間設備及訓練場所

具上網功能。

充足的置物櫃與休息空間
(教學會議室)

診斷、治療、核醫共26台模
擬訓練設施

多元教材製作服務

1616

線上申請

海報輸出 多媒體錄製

輔具製作

模擬訓練活動成果

1717

創新圖書資源服務

QR Code、手機拍一下醫學資源帶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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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會議室使用率
•E-learning實際操作
•醫教會會議紀錄
•預算與決算

第一章結論

•預算與決算
•教材製作的申請

大綱

• 教學資源與管理

• 教學師資

跨領域教學與學術交流• 跨領域教學與學術交流

• 教學與研究成果

• 放射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練與成果

師資培育：定期修訂師培計畫 師資培育：PDCA

• 規劃師培年度計畫

• 執行

• 評值與控制

• 新訓(外訓)

• 時數(開課)

• 評核師資(2種) 、控制

• 輔導機制(不適任機制)
• 檢討及明年規劃

• 輔導機制(不適任機制)

• 反應紀錄

• 人、時、資源、方
法、工具

22

2016年派送3位參加培訓課程(2位新培師資)
師資培育

5
7

4 4

2

3

4

5

6

7

0

1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每年派訓師資培育
合格教師統計:7位

核心課程、臨床教師認證、論文發表為進階條件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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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同仁參予教師相關進修活動 第二章總結
貴單位優良教師如何產生？
貴職類臨床教師有無的評估教學投入的升遷或升等機制？若有，
請說明之。
醫院是否有安排一般醫學基本能力課程，例如醫倫、醫品、病安
感控、法規等課程供同仁學習？
醫院對於員工每年教育訓練時數有何要求？

26

醫院對於員工每年教育訓練時數有何要求？
請你查一下你個人的學習歷程與接受教育訓練的時數？
請說出教學技能提升的課程包含哪些主題類型？一年實際接受多
少小時？
醫院對於教師教學成效的評估辦法或機制為何?
教師接受教學表現評估的事項有哪些？什麼樣的狀況會需要接受
輔導？
當遇到教有困難需要尋求支援時，醫院提供什麼支持？

大綱

• 教學資源與管理

• 教學師資

跨領域教學與學術交流• 跨領域教學與學術交流

• 教學與研究成果

• 放射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練與成果

跨領域教學

跨領域教學 地點 時間 參與職類

多專科討論會 放射科 W二 醫師.放射
師 護理師

推動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

師.護理師

醫品病安委員會 F9 每季 醫技.護理.
醫師

案例教學/BSC 放射科 每月 醫師.放射
師.護理師

參與國際學術相關活動

國際研討會 日期 主辦單位 參加人員

第46次年會暨國際醫學影
像學術研討會 102.03.2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

學會 張世賢,林仁祥

第22屆東亞放射學術研討
會 104.03.29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

學會
陳彥璋,李芳朋,莊家瑜,李

翊華,林明進,鍾承諺

第49次年會暨國際醫學影
像學術研討會 105.03.27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

學會

林仁祥,賴慧君,吳睿翔,鍾
雨樵,鍾承諺,莊家瑜,陳彥
璋,李芳朋,林明進,李宛軒

,陳沛瑀,陳靜怡,曾薇亞

第三章總結
訓練計畫有規劃聯合訓練嗎？若有，是與哪些機構合作？這幾年
有多少學員實際進行聯合訓練？
請說明聯合訓練的規劃內容、訓練時間、訓練方式、評核方法以
及對外聯絡單位為何？
如何與合作機構間進行溝通聯繫？
與合作機構召開檢討會議的頻次如何？有檢討什麼問題？追蹤及

30

與合作機構召開檢討會議的頻次如何？有檢討什麼問題？追蹤及
改善方案的結果為何？

參與院外（或國際）研討會，醫院有沒有提供進修補助（如：公費
公假）？
醫院還有哪些鼓勵員工進修的措施？
受訓學員如何參與跨領域團隊會議？
你最常參加的跨領域團隊會議為何？
有哪些職類共同參加？有討論什麼議題？
學員參與跨領域團隊會議，課後要完成工作為何？
醫院如何協住院內單位安排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

106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第32頁，共108頁】



6

大綱

• 教學資源與管理

• 教學師資

跨領域教學與學術交流• 跨領域教學與學術交流

• 教學與研究成果

• 放射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練與成果

獎勵論文發表
論文發表獎勵金

SCI雜誌原著刊登：30,000~80,000元
國內外雜誌刊登：40,000~50,000元
國內外口頭發表：10,000~20,000元
國內外海報發表：5,000~10,000元

生殖中心蘇文祥主任
2015年婦產科年會

護理部解旻容督導
2015年護理管理學會

3232

國內外海報發表：5,000 10,000元

藥劑科林梅芳主任
2015紫禁城國際藥師論壇

檢驗科余文發主任
2015醫檢學會年會

陳奕穎物理治療師
2015遲緩兒早療國際發表會

黎秉東職能治療師
2014APOSMeeting

放射科林仁祥放射師
2016醫事放射學會年會

教學與研究成果

年度/   101年
度

102年
度

103年
度

104年
度

105年
度

合
計投稿類別

期刊 1 2 3

口頭發表 1 1 1 3口頭發表 1 1 1 3

海報發表 3 3 6

類別 專任人員
總人數(A)

發表論文
人數(B)

比例
(B/A*100)

放射 23 5 21.7%

發表比率符合標準

• 研究計畫之為計畫而計畫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林仁祥 乳房攝影軟墊減緩壓迫疼痛評估研究

• 念碩博班
• 與友院合作
• 與學校合作

第四章總結

請問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教補計畫）教學成效指標
中的質性&量性指標為何？

醫院對於期刊論文發表的獎勵措施為何？研討會或海報
論文發表的獎勵措施為何？

35

論文發表的獎勵措施為何？

院內有提供研究經費補助進行研究嗎？每件額度多少？
醫院補助了多少經費？

醫院2011至2015年間，貴院近五年專任醫事人員論文
發表篇數如何？

大綱

• 教學資源與管理

• 教學師資

跨領域教學與學術交流• 跨領域教學與學術交流

• 教學與研究成果

• 放射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練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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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
重視學員職場安全

 選這家醫院實習的原因為何?
 老師有沒有教如何保護自己，知道自己的權利與義務?
 如何避免被病人感染?
 雙向回饋?除了回饋紀錄還有什麼方式? 線上回饋如何操作?
 妳們的教學訓練目標跟課程在哪邊?有什麼多元化評估表單

實習學生1/2

38

或是評分表單嗎?
 你們目前的師生比是多少? 
 妳們實習有合約嗎?有含100萬醫療意外險嗎?  
 教學訓練主持人是誰?  妳們的指導教師是誰?
 教學課程表在哪邊?  有學習清單嗎?
 上課課程太難有什麼調整方式?學習紀錄表上在哪邊有呈現

此調整機制?

 老師什麼時間有給予學習回饋? 有什麼表格或是記錄表可以呈現?
 有提供哪些管道提供學生反映問題?有開會回覆你們的問題嗎?學習

前中後什麼時間有召開回饋會議?
 你們會評估老師教學的成效嗎?有書寫什麼線上表格評估教師? 你會

操作嗎?

實習學生2/2

39

 學校老師會來醫院跟你們來開會嗎?會跟醫院老師一起開會討論嗎?
你們反應的問題，醫院有作什麼改善措施或回應嗎?

 有沒有教Xray判讀?CT MRI有沒有教?教什麼東西?
 Book reading（讀書會）誰主持？誰導讀、報告？概述內容？分享

你印象最深
 醫院提供的網路教學平台為何?如何使用
 資料查詢有用過哪些工具?如何使用?
 上班時時間以外如何使用圖書館資源?

教學計劃主持人 鍾承諺副總技師

學歷 中台科技大學放射系

教學醫院經歷
大千綜合醫院副總技師(10年)
人愛醫院MRI組長(2年)
高雄大學附設醫院放射師(2年)

證照

教學計劃主持人證書
大千醫院臨床指導教師證明
醫事放射師證照

教學訓練計畫主持人

證照 醫事放射師證照
輻防人員證書
QCC指導員證明

論文發表

1.MRI噪音對聽力探討(97)
2.運用QCC手法改善乳房攝影品質(97)
3.利用血管阻塞術來阻塞左腎動脈之巨大假
性動脈瘤－病例報告(100)
4.The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of 
clinical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for 
radiation exposure from CT(105)
5.器官異位合併單心室之心肌血流灌注造影
－病例報告(105)

1. 詢問主持人資格？
2. 醫院的教學資源與教學平台應用為何？
3. 醫院如何提供教材製作服務？
4. 師資培育制度及教師教學奬勵措施為何？
5. 如何鼓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參與成果有哪些？
6 如何鼓勵研究及奬勵措施為何？成果有哪些？

【訪談計畫主持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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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鼓勵研究及奬勵措施為何？成果有哪些？
7. 院方如何協助科部進行各項教學活動？
8. 科部圖書資源等教學資源如何申請購置？
9. 院方教學行政單位如何協助處理教學活動？
10.目前有收訓多少實習學生？多久一梯次？如何與學校簽約？誰與學校

洽談簽約？如何訂定實習學生的教學訓練計畫？

1. 學員的班表如何安排？如何安排導師統籌學員教學狀況？
2. 如何安排跨領域團隊合作訓練？多久安排一次？學習目標為何？
3. 請陳述教學訓練計畫檢討機制？是否依過去委員意見作修正？是否曾改版

過？修正哪些內容？
4. 臨床倫理委員會多久開會一次？有誰會參與會議？如何讓實習學生瞭解其

運作？

5 請陳述不適任教師或學員的處理經驗或規範為何？

【訪談計畫主持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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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陳述不適任教師或學員的處理經驗或規範為何？
6. 請陳述如何評估教師的教學成效？如果發生教師教學成效被評量不佳會如

何處理？如：學生或受訓人員抱怨。
7. 單位裡目前有多少位教師符合教師資格？如何鼓勵資深教師投入教學？
8. 多久與學校召開實習學生教學檢討會？有誰參與會議？
9. 是否有聯合訓練機制？如何執行？訓練內容及期程？評估檢討結果？
(聯合訓練計畫)如何與合作醫院溝通及建立共識，及如何確認學員於合作醫院
能達成原先規劃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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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梯次帶領幾位學生？如何安排學生實習的個案？
2. 學生在實習期間有無提供就醫優待或其他福利？
3. 如何依受訓人員能力及經驗調整課程？
4. 如果安排學生接受安全防護教育？
5. 因故無法上課之學員之補訓措施？

【訪談教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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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習成效不佳的定義為何？是否曾發生過？如何輔導與補強？
7. 雙向回饋機制？如何執行？多久執行一次？
8. 教師是否清楚反映訓練課程管道、或曾參與修訂訓練課程？
9. 如何掌握受訓人員所提供醫療服務有顧及病人安全？
10.醫院如何評估您的教學成效？評估結果有回饋給您嗎？

1. 如果同時擔任實習生與新進醫事人員的臨床教師，教學內容如何
因應？

2. 如果您請假或休假，實習學生或學員的教學活動怎麼辦？
3. 曾經參與哪些臨床教師培育與訓練課程？臨床教師資格認證方式

及證明？

【訪談教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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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提昇自己教學能力？曾參加過哪些課程？
5. 院方如何鼓勵臨床教師？有無教學津貼？如何停整臨床業務？
6. 醫院有哪些教學資源可以應用？便利性？
7. 評量受訓學員(學生)的方式有哪些？如何回饋給學員？
8. 如何建立學員學習計畫？有無執行學前評估？多久要完成？
9. 也哪些管道可以反映訓練課程？曾參加訓練課程的修訂嗎？
10.會參與實習檢討會嗎？多久一次？醫院與學校的溝通管道？

【模擬考題】
1. 您在貴院多久了？工作上還可以嗎？工作和教學一起會太累嗎？怎麼安排

工作及教學的時間？目前帶幾個學員？（教學與工作時間合理分配＋師生
比）

2. 學員有在別家醫院做過嗎？他在別家醫院有訓練過什麼嗎？您怎麼評估他
的狀況？多久評估一次？學員有什麼回饋嗎？他考的好嗎？他比較需要加
強的地方在哪裡？有怎麼幫他安排課程嗎？（評核機制＋回饋機制＋補強
訓練）

3. 您有參加過什麼教學能力提升的課程嗎？一年要上多少？有經過教師認證
嗎？（師培認證）

4. 您幫學員上課，院方有什麼補助嗎？（教學補助）
5. 醫院有什麼教學資源可以幫助您？怎麼使用？有上過研究相關的課程嗎？

有發表過嗎？（圖書資源）有參加過國際研討會嗎？（參加國際性學術活
動）

45

動）
6. 您在教學上面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如果有問題要怎麼反應？需要什麼幫

忙嗎？醫院會怎麼評估您的教學？多久評估乙次？評估結果如何？（反應
管道＋教師評估）

7. 您在教學員時有因為學員狀況而做什麼調整嗎？訓練課程有修訂過嗎？（
檢討機制＋計畫修訂）

8. 學員有曾經在工作時身體不舒服嗎？怎麼幫忙他嗎？那他訓練課程怎麼辦
？（反應管道＋補課機制）

9. 團隊教學怎麼進行？有討論過什麼個案嗎？有哪些人參加？怎麼指導學員
？（跨領域教學）

10. 您需要圖書資源怎麼申請？有申請過什麼書籍嗎？或使用過什麼資料庫嗎
？（圖書資源）

•您是哪裡人？一畢業就來這裡服務了嗎？為什麼想來這醫院？
•目前還適應嗎？剛來時有不什麼不適應的地方嗎？目前課程如何安排？要訓練到何時
？老師是誰？跟您一起訓練的學員還有幾個？老師只教您嗎（師生比）？剛來時有考
試嗎？（學前評估）
•有上過安全防護的課嗎？今年有進行什麼技能訓練嗎？（安全防護＋模擬訓練）
•在臨床上有遇過什麼有關病人安全的問題嗎？臨床上有問題可以找誰（反應管道）？
有再安排補強訓練嗎（補強機制）？
•訓練過程老師怎麼評核您（評核方式）？您有回饋或反應過什麼問題嗎？有成績比較
不好的地方嗎？如何加強專業知識？（補強機制）
•訓練過程需要書寫個案報告嗎？還是遇到不了解的地方可以怎麼查詢知識？工具書有

【模擬考題】

46

訓練過程需要書寫個案報告嗎？還是遇到不了解的地方可以怎麼查詢知識？工具書有
嗎？如果想買書要怎麼做？(圖書資源)
•老師安排的課程時間上您都可以配合嗎？如果無法參加時，怎麼辦？如果上過的課您
想要複習，有什麼方式可以看？（E-learning＋補課機制），身體不舒服時怎麼辦？（
反應管道）
•有遇過病人跌倒嗎？怎麼處理？要跟誰說嗎？（異常通報＋反應管道）
•有學過一些跨領域的課程嗎？有哪些人參加？有報告什麼內容過嗎？個案是怎樣的狀
況？ 有學習到什麼？老師怎麼跟您討論？訓練課程安排有規定要上多少跨領
域的課嗎？（跨領域）
•老師如何關心您？有定期開會嗎？（導師制度）
有沒有朋友也在別家醫院訓練PGY？跟他的訓練有沒有不同的地方？在這裡訓練您覺得
好嗎？需要再加強什麼嗎？（教學訓練品質）

師生比

102-105年受訓師生比
年度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教師 7 7 7 7

教學

13%

人數 7 7 7 7

新進
人數 2 2 1 3

師生
比 7:2 7:2 7:1 7:3

工作

87%

滿意度
授課
前後側 補強機制

口頭報告
DOPS

學習成效評估

4848

學前評估 口頭報告
書面報告

Mini-CEX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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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醫事放射師之教學訓練
QR Code的應用 適時回饋與檢討

0

20

40

60

80

100
知識

技能(DOPS)態度(DOPS)9

消化系統透視攝影 前

消化系統透視攝影 後

5050

提案人 案由 決議 結案

志浩

1.脊柱側彎,長短腳評估使用三連片
攝影,雖有多次教學,也有手冊, 學員
反應少照不熟悉此技術,盤點特殊照
法及少照又特殊攝影作為下階段重
點,製作教學模擬道具作為練習用。

結案

家瑜
有些病人不更衣,造成程序與尷尬情
況,更被病人抱怨,反映後召開討論
並製作人形流程告示牌並確實執行

結案

家瑜 教師評核給分共識應否有依據？ 修訂
未結案

教學,評鑑,多合一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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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評鑑準備經驗分享

1

台大醫院 放射腫瘤科

黃國明

2

 辦法
 機制
 數據、分析
 PDCA

第六章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之訓練與成果

3 6.1.1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1.醫院應與實習學生所屬學校訂有實習合約，明訂雙方之義務，例如：如何確保
實習學生之學習權益與安全、教師與實習學生人數比例（師生比）、實習學生保
險等。

►與各校訂有實習合約及學生保險

 符合教育部規定，由教學部負責承辦相關事項

學年度

4

實習合約及學生保險

學年度 102 103 104 105

實習學校(所) 5 6 6 6

醫事放射實習生於
腫醫部每梯次受訓人數

7 6 7 6

腫醫部臨床指導
教師總人數

20 23 23 21

腫醫部師生比 2.9 : 1 3.8 : 1 3.3 : 1 3.5：1

師生比符合1:1

6.1.1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2.應訂定或配合學校教學訓練計畫，其內容應包含：訓練目標、核心課程、教學
活動及評估機制等，並應符合該職類學生之實習需求。教學訓練計畫應符合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實習認定基準」或考試規則相關規定。

►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教學訓練計畫

 「高等考試醫事放射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

 「學生臨床實習護照」

 計畫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規定

5

• 訓練目標

• 執行期程

• 課程教學負責人

• 課程師資(按計畫架構任務分派、職掌執行計畫)

• 教學資源

• 訓練課程、訓練方式與評量方式

• 雙向回饋機制

• 補強及輔導機制

► 定期每年及每季召開教學討論會議，訓練計畫修訂與成果分析與改善

6.1.1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3.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應有臨床教學經驗且符合附表規定之資格，並確實負責主
持計畫相關事務。

►訓練計畫主持人─林煒柔
 教學經驗9年以上

 專任醫事放射師

 教學計畫主持人訓練資格

 教師認證資格

6

教師認證資格

 學理與臨床工作經驗佳

 統籌訓練計畫之規劃、執行及

成效評估 計畫主持人訓練 教師認證

學生感謝函及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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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3.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應有臨床教學經驗且符合附表規定之資格，並確實負責主
持計畫相關事務。

► 計劃主持人負責主持實習學生相關事務及會議，明訂任務分派與職掌

 導師責任制

 實習教學小組組織架構

7

組織架構

導師責任制實施辦法

主持教學會議

6.1.1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4.教師資格、師生比應符合附表規定，且教師於帶領實習學生期間，應適當分配
時間從事教學工作與其他工作（如臨床照護），以維持教學品質。

► 21名臨床指導教師具「教師認證」資格

 其中3名具「教育部部定講師資格」

►教師從事教學與臨床工作之比重為48.4%及51.6%

8

操作課程

面授課程

依訓練計畫安排臨床教學活動
► 明訂訓練目標、安排訓練課程與教學活動
► 「實習手冊」供學習指引

執行及評估
►基礎課程

 病人安全及感染管控、醫事專業倫理、醫病關係等課程

►訓練課程表

 含放射治療技術臨床實務操作及物理專業課程

►操作技能直接觀察評核(DOPS)

6.1.2 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1. 院內各相關實習單位按照教學訓練計畫安排臨床教學活動，且符合訓練目標，
並兼顧其學習及病人安全。

9

( )

範例：104學年執行成果
► 基礎課程完成通過率達100%。

► DOPS：操作技能平均分數9分

病人安全平均分數9.1分

符合訓練目標、兼顧學習及病人安全
課程安排符合訓練目標，且兼顧實習學生之學
習及病人安全，完成率100%

訓練計畫 實習手冊

提升學生期末報告專業能力
►訂有醫事實習生訓練計畫、

問題反應管道及回饋改善機制
►實習生反應：調整課程安排，充實期末報告內容

雙向回饋及適當調整課程內容
►雙向溝通協調、課程調整、改善事項
►訓練課程表及教學活動紀錄表

6.1.2 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2.實習期間之教學課程與教學活動，應依學生能力作適當調整。

 
 陽明、義守、慈濟 學生訓練課程表 

第三梯 2015.10.12~ 2015.11.27 
         週次 

  機台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10.12~10.16 10.19~10.23 10.26~10.30 11.02~11.06 11.09~11.13 11.16~11.20 11.23~11.27 

治療計畫+鉛合金擋

塊+電腦刀中心(附註 1.) 
7 6 5 4 3 2 

1 
11/23 上午電腦刀

11/24 上午 CT 

第一直線加速器(上午) 

第二直線加速器(下午) 
1 7 6 5 4 3 2 

Tomotherapy+ 

後荷治療 
2 1 7 6 5 4 3 

第三直線加速器 3 2 1 7 6 5 4 

第五直線加速器 4 3 2 1 7 6 5 

模擬定位 5 4 3 2 1 7 6 

CT 模擬定位 6 5 4 3 2 
1 

11/20 上午電腦刀 7 

 
附註：1. 週二、三上午「電腦刀」，一、四、五上午「第二直線加速器」，週一至週五下午「鉛合金擋塊室」。 

2. 放射線治療技術學實習項目請參照附表一。 
3. 劑量學及護理課程，請參照附表二。 
4. 各機台月、年度保養時可至現埸觀摩。 

1. 吳昌蔚(陽明)同學 3. 林宏軒(陽明)同學 5. 鄭祿鈞(慈濟)同學      7. 邵詩涵(義守)同學 
2. 蘇倚仙(陽明)同學 4. 陳俊嘉(慈濟)同學 6. 陳詠俊(義守)同學  
 
                             

腫瘤醫學部 紀錄表
會議名稱：＿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放射腫瘤科 雙向溝通會議  

時間：   104 年 11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12 時 30 分 

地點：  檢驗大樓放腫科 B1 衛教室 

主題：  實習生座談會＿ 

主持人：  胡志忠學長、林煒柔學姊、杜昭遠學長、呂東陽學長 

討論事項： 

1. 期末口頭報告注意事項

2. 護照填寫相關事項 

3. 面具的練習填寫  

4. 休息室使用狀況  

5. 物理課狀況 

6. 聚餐討論 

內容：  

1. 11/23 口頭報告摘要準時繳交。

2. 報告順序告知，可以先至會議室事撥放 PPT 看格式是否正常。 

3. 期末口頭報告 PTT 右上角要有頁碼，首頁要有指導老師之姓名，以及講者基本資料。 

4. 報告採計時進行，評分項目含報告內容及表達能力。 

5. case report 第二篇發回去閱覽，會議結束前回收，若有問題當下提出討論。 

6. 筆試考卷發回去閱覽，會議結束前回收，若有問題當下提出討論，或有檢討需求可提出。 

7. 當過面模製作 model 的同學請統計次數。 

8. 吳昌蔚同學日前提出希望提前電腦刀課程以因應期末報告相關內容準備。 

9. 病例報告、期末報告及摘要都要黏貼紙本於護照上。 

10. 討論物理課事先於課前給電子檔及講義是否有助於學習。  

課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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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並觀察課程安排、學習狀況
►追蹤、觀察期末報告學習狀況
►實習學生學習狀況回饋

學習成效良好
►滿意度5分滿分
►期末報告成績達90分以上表現優異

11. 休息室及電腦使用狀況回饋。  

12. 聚餐參加人數確認。 

結論：  

1. 提醒報告的順序與事前準備。

2. 技術長已和電腦刀協調，調整課程請吳昌蔚同學今日及下週一到電腦刀實習。 

3. 物理課前先發講義有助於學習。  

4. 休息室與電腦設備使用回饋良好。 

5. 聚餐人數可到機台詢問學長姊意願。 

6. 剩下一週實習敬請把握學習機會。 

敬陳 

 

教學負責人： 

技術主管： 

 

腫瘤醫學部 紀錄表
會議名稱：＿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放射腫瘤科 雙向溝通會議  

時間：  104 年 11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12 時 30 分 

地點： 檢驗大樓放腫科 B1 衛教室 

主題： 實習生座談會＿ 

主持人： 胡志忠學長、林煒柔學姊、杜昭遠學長、呂東陽學長 

討論事項： 

1. 應繳交事項

2. 護照填寫相關事項 

3. 課程狀況 

4. 休息室使用狀況 

5. 心得分享與討論 

內容： 

1. 今天下班前交回鑰匙並且簽名，將休息室的櫃子都清理乾淨。

2. 物理課下一梯開始會統一先給 PPT 講義。 

3. 針對問卷內容及建議事項給予回覆： 

（1）經確認物理課考試試題皆出自國考題，可幫助同學了解國考方向。 

  （2）關於期末報告可否有範本參考，同學如有相關需求歡迎於會議中或私底下提出，老師會視情 

       況回應需求。 

  （3）面模的臨床練習與考試時的學長姐因排班需求雖為不同人，Mini-CEX 表單中的臨床操作項目

       及配分是由所有放射師達成共識所制定出，皆有一定的評分標準，請同學無須擔心公平性。 

  （4）關於報告題目的格局訂定，原立意在於希望大題目能夠讓同學有更多發揮空間，較不會侷限 

       報告的內容與呈現的方式，如同學想強調部份重點可以在口頭報告時作特別的呈現。 

4. 繳交簽名表及所有 DOPS 表單。 

5. 實習生心得分享。 

6. 模擬教具的使用上皆很滿意，能有很多練習的機會，讓學生在實作的時候比較有經驗。 

7. 實習生吳昌蔚對於調整電腦刀的課程安排，在期末報告上有很大的幫助，非常感謝老師的課程

調整。 

8. 很感謝 RT 有提供給實習生獨立的休息室，如果空間可以再擴大些就更好了。 

結論： 

1. 期末報告給與範本參考並非不可行，只是考量實習生報告方向和內容怕因此有所侷限，如有需

求都可研議，謝謝同學建議。 

2. 感謝同學給本科的建議及回饋。 

3. 同學感念教學上 RT 教師的熱誠較多，本科也相當感謝同學這七週的配合與指教。 

4. 預祝各位未來的實習生活順利。 

敬陳 

 

教學負責人： 

技術主管： 

 

雙向溝通會議該生表示
調整課程有助於學習

訓練計畫
反映管道
改善機制

反映內容

雙向溝通 改善事項 活動紀錄

期末成績

滿意度調查

期末報告

每週雙向

強化乳癌放射治療技術相關課程

 依據HER2、ER及PR的表現於否採取之治療方針。

 呼吸調控於乳癌放射治療所扮演的角色。

 現行臨床乳癌放射治療技術之比較。

 仰躺及俯臥姿勢對於乳癌放射治療的影響。

提升實習生乳癌放射治療臨床知識
 透過雙向溝通會議，知曉實習生臨床學習上之疑問。

6.1.2 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2.實習期間之教學課程與教學活動，應依學生能力作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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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雙向
溝通會議 期末口頭報告 強化課程教材

評估實習生課堂學習狀況執行成效良好
 設計強化課程學習前及學習後測驗試題。

測驗分數

 教學效果及臨床實質助益獲得4.5分 (滿分為5分)。

 整體滿意度調查獲得4.5分 (滿分為5分)。

滿意度調查教學效果

學前及學後
測驗試題

 學前後測驗Paired t-test 分析，p=0.001 顯著差異。

6.1.2 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3.教師對於教學訓練計畫（含訓練課程）之建議有管道可以反映，並參與修訂計畫。

提供教師針對計畫或課程反映管道

制訂mini-CEX評量表
－建立評量項目、評分標準、
教學指引等共識

教師參與修訂計畫

確立訓練課程編排
及執行方式－

mini-CEX評量表

實習生訓練課程表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訓練計畫檢討

 104年6月由黃○明教師建議
變更模擬定位面模製作評量方式：

直接觀察一致性評估(DOPS)

迷你臨床演練評量(mini-C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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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執行成果執行成果分析：成效良好
104年針對mini-CEX評量滿意度調查結果：
高達96 ％之實習生具4分(滿意)及5分(非常
滿意)滿意度；平均滿意度達4.6分(滿分5
分) ，執行成效良好。

mini-CEX評量結果：104年共26位實
習生皆達70分以上，符合訓練目標。

61%

35%

4%
0%0%

面模製作迷你臨床演練滿意度
非常滿意

(5分)
滿意

(4分)
普通

(3分)
不滿意

(2分)
非常不滿意

(1分)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面模製作迷你臨床演練評量結果

總分
總分皆達70分以上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訓練計畫檢討
暨教學共識會議紀錄及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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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3.教師對於教學訓練計畫（含訓練課程）之建議有管道可以反映，並參與修訂計畫。

課程融入翻轉教育概念 建立共識、確立執行方式及教材內容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訓練計畫檢討

 105年6月由黃○明教師建議：
將訓練課程融入翻轉教育概念，以期縮減教師
於基本項目的教學時間。
主題：模擬定位面模套製訓練課程

13

訓練前TMS
線上學習

‧標準影片

‧實習生滿意度
問卷

臨床訓練前

學習成效檢核

‧學習紀錄

‧訓練前成效檢
核暨教師滿意
度問卷

進入臨床基
本項目訓練

‧教師教學時數
問卷

‧DOPS

檢視訓練前學習成效執行成果分析：成效良好

翻轉教育教師滿意度：95 ％之教師給出同意
以上之滿意度，平均滿意度達4.9分(滿分5
分) 。
教學時數問卷統計結果：Paired t-test 分析結
果p=0.002 顯著差異，使用翻轉教育可減少教
師基本教學時間，以利進入下一階段教學。

105年共22位實習生進行面模套製翻轉教育課
程，執行率100％。
影片學習後實習生滿意度：最高達95 ％之實
習生具4分以上滿意度，平均滿意度達4.8分(滿
分5分) 。
實習生訓練前學習成效檢核：平均有94％之
實習生達到滿分（非常同意）之檢核結果。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訓練計畫檢討
暨教學共識會議紀錄及簽名單

►安排實習學生安全防護訓練，並有相關紀錄。

教學部

 線上基本課程、課前訓練

• 工作環境簡介、安全及輻射防護訓練、病人安全、感控教育、急救訓練、消防演練

腫瘤部

6.1.2 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4.對於實習學生應有安全防護訓練，使其瞭解醫院工作環境及安全防護，並有實
務操作前說明，使其瞭解某項處置、操作之安全規定，且提供相關防護設備供其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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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部

 輻射防護及放射治療衛教影片

 工作環境導覽及消防安全宣導

 機台備操作手冊

• 實務操作前讓學生瞭解放射治療處置、操作上之安全規定

 相關防護設備

• 如口罩、手套、隔離衣、防護眼鏡…等

安全防護訓練課程

消防安全訓練課程

即時回饋及評核表單
雙向溝通會議
問卷調查表
不定期、期末餐敘

依「實習生問題反應管道及回饋改善機制
及辦法」，提供實習學生多元管道反映問
題，教師及計畫主持人予以適當回覆。

156.1.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1.教師應針對學習過程中的問題，給予實習學生回饋。
2.實習單位應提供管道供實習學生反應問題，並予以適當回覆。

機制流程圖 回饋辦法

回饋表單

雙向會議紀錄、

滿意度平均值為4.4分(滿分5分)
執行成效良好

於 統計「瞭解學習狀況」與
「協助解決困難」
兩項作為反映問題
適當回覆滿意度結果

機制流程圖 回饋辦法

問卷調查統計

雙向會議紀錄
相關改進方案

即時回饋及評核表單
雙向溝通會議
問卷調查表
不定期、期末餐敘

依「實習生問題反應管道及回饋改善機制
及辦法」，提供實習學生多元管道反映問
題，教師及計畫主持人予以適當回覆。

166.1.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1.教師應針對學習過程中的問題，給予實習學生回饋。
2.實習單位應提供管道供實習學生反應問題，並予以適當回覆。

機制流程圖 回饋辦法

回饋表單

雙向會議紀錄、

105年滿意度平均值為4.7分(滿分5分)
執行成效良好

於 統計「瞭解學習狀況」與
「協助解決困難」
兩項作為反映問題
適當回覆滿意度結果

機制流程圖 回饋辦法

問卷調查統計

雙向會議紀錄
相關改進方案

量性及質性評量表建立
• 擬定標準作業流程

• 明訂標準清單操作行定義

表單效度及信度檢測
• 專家審查紀錄表

• 拍攝教案標準帶

提升教學成效
及制定標準一致性評分規範

• 修訂102年醫事放射實習學生訓練計畫
• 依教學核心能力新增

「鉛合金擋塊製作」及「面模製作」
之操作技能直接觀察一致性評估 。

操作行定義
量性評量表

6.1.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實習學生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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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成效良好，
執行下一階段「評分者一致性訓練」

內容效度指數（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           

題項及修正後合適

累積百分比80%~90%

Cronbach’s α係數

審查紀錄表

具信效度評量表

Cronbach's α係數

修正題項前
修正題項低
相關<0.3

面膜
作製

0.733 0.848

鉛合金
製作

0.754 0.787

評量表信度檢測

6.1.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實習學生學習成果。

執行表單
教學部

放射實習學生
滿意度問卷

實習護照
整體實習
成效回饋表

腫瘤部
實習生問卷調查表

腫瘤部
年度平時成績考核

能力檢核表單

頻次 每週 每梯次 每梯次 每年

18

評量項目

教學態度
教學熱忱
講解能力
專業知識
教學效果
教材內容

問題補充及回答

教學態度
教學方式
課程內容

教學態度
教學方式
課程內容
特色教學

教學能力
熱忱及技能
教學技巧
課程設計
教材製作
專業能力

成果分析
每季

教學討論會議
期末

教學討論會議
期末

教學討論會議
年度

教學討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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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計畫內容評估方式：教師教學成效
 實習學生透過教學部定期回饋管道反映教師教學成效不佳
 依教學成效不佳輔導流程與改善機制實施執行

 教學負責人進行個別面談及輔導
 安排種子教師提升教師專業能力與素養
 教學負責人對教學成效不佳教師進行DOPS與試題測驗評核
 輔導紀錄單妥善記錄

教學成效不佳
輔導流程及
改善機制

回饋辦法
教師教學成

6.1.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實習學生學習成果。

19

教師教學成效提升
 教學能力與素養測驗評估呈現大幅度提升(16%、25%)
 實習生滿意度回饋最有幫助教師，回饋達50%人數

評估輔導後教師教學能力與素養

回饋辦法
教師教學成
效不佳實例

輔導紀錄單 輔導照片紀實
首次DOPS

與試題測驗成績

輔導前後測成績比較
輔導後DOPS
與測驗成績

教學能力評估成果
實習生良好回饋
最有幫助教師

當梯次50%實習
人數給予該名教
師正面回饋

 兩週後針對該名教師進行DOPS與試題測驗評核

 輔導前後有提升

6.1.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實習學生學習成果。

教師依訓練計畫定期給予評核、建議或回饋

評核項目
臨床

實務操作

DOPS
 面模套製一致性
 電斷斷層模擬定位
 遠隔治療
 電腦刀

病例
報告

專題
報告

口頭
報告

筆試
(前測)

筆試
(後測)

互評及
操性
成績

20

 電腦刀

分配比例 40% 10% 10% 10% 10% 3% 12% 5%

每週課程及臨床操作之線上問卷
每週雙向溝通會議
每月生活導生訪談
即時回饋

實習生回饋機制辦法
問題反應管道
及回饋改善機制

 

臺大醫院放射腫瘤科醫事放射實習生 

問題反應管道及回饋改善機制 
 

醫事放射實習生 
問題反應管道及回饋改善機制 

當站臨床指導
教師立即解決 

當站臨床指導
教師無法立即

解決 

臨床指導教
師向教學小
組反映 

教學小組進行
瞭解並分析問

題原因 

無法解決，
通報科部 

立即向當站 
臨床指導教 
師反映 

填寫期末回饋
問卷調查表 

討論結果於期
末雙向溝通會
議中給予實習

生回饋 

於每週五雙
向溝通會議
中提出 

會議中獲
得解決 

會議中無法
獲得解決 

分析原因後
獲得解決 

依院方規定
進行相關後
續處理 

無法解決，
通報教學部 

分析原因後
獲得解決 

無法解決，
通報科部 

由教學小組、
計畫主持人及
技術主管分析
問題原因 

將學生提出之建
議與改進事項做
為下梯次及下學
年度教學修正之

參考依據 

教學小組彙整
結果，於教學
訓練討論會議
中進行討論 

分析原因後
獲得解決 

無法解決，
通報計畫主
持人及技術
主管分析其

原因 

分析原因後
獲得解決 一對一導生 雙向會議

6.1.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1.教師應針對學習過程中的問題，給予實習學生回饋。
2.實習單位應提供管道供實習學生反應問題，並予以適當回覆。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實習學生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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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度分數達4.5分以上(滿分5分) 彙整問卷統計結果、分析

通報科部 

依院方規定
進行相關後
續處理 

無法解決，
通報教學部 

分析原因後
獲得解決 

一對一導生

放腫科
問卷

導生紀錄表
學生問題反應相關機制

雙向會議

教學部
問卷

4.7  4.9 
4.5 

4.9 4.6  4.8  4.8  4.8 

3.0 

3.5 

4.0 

4.5 

5.0 

102 103 104 105

操作課程滿意度 強化課程滿意度

訂有醫事放射實習生教學訓練計畫 依計畫內容規定完成各階段評估

 醫事實習學生訓練課程表
 醫事放射實習生成績標準辦法
 多元評核、回饋方式
 學習成效不佳教學輔導機制及流程

實習護照 訓練計畫 訓練課程 輔導機制

 依「高等考試醫事放射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訂定
 學習歷程紀錄於「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編撰之「學生臨床實習護照」

6.1.4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1.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應符合訓練目標之要求。

22

學習成績成果及滿意度調查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良好
 101~105年實習學生成績，皆符合訓練目標要求
 102~105年滿意度調查

(學習成效、訓練計畫整體、放射腫瘤科工作意願)

滿意度成效分析皆達4分以上 (滿分5分)

訓練課程 輔導機制

總成績

滿意度表單

• 6.1.4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1.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應符合訓練目標之要求。

23

量性及質性評量表建立
• 擬定標準作業流程

• 明訂標準清單操作行定義

表單效度及信度檢測
• 專家審查紀錄表

• 拍攝教案標準帶

提升教學成效
及制定標準一致性評分規範

• 修訂102年醫事放射實習學生訓練計畫
• 依教學核心能力新增

「鉛合金擋塊製作」及「面膜製作」
之操作技能直接觀察一致性評估 。

操作行定義
量性評量表

6.1.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實習學生學習成果。

24

執行成效良好，
執行下一階段「評分者一致性訓練」

內容效度指數（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           

題項及修正後合適

累積百分比80%~90%

Cronbach’s α係數

審查紀錄表

具信效度評量表

Cronbach's α係數

修正題項前
修正題項低
相關<0.3

面膜
作製

0.733 0.848

鉛合金
製作

0.754 0.787

評量表信度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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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訓練流程
• 標準帶(前測)
• 標準化共識建立
• 標準帶(後測)
• 再測一致性

達成評分者一致性訓練
• 102年25名醫事實習學生教案
• 103年23名醫事實習學生教案
• 104年26名醫事實習學生教案

一致性訓練流程

6.1.4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1.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應符合訓練目標之要求。

25

實習學生執行成效良好 評分者信度-Pearson 相關

技能項目
Pearson 相關
(前後測成績)

顯著性

面模 r=0.83 p<0.005

鉛合金
擋塊 r=0.87 p<0.001

醫放實習學生之評分者信度成果分析

年份 102年 103年 104年

項目
面膜
製作

鉛合金
製作

面膜
製作

鉛合金
製作

鉛合金
製作

Cohen 
kappa

0.83 0.877 0.957 0.831 0.858

Kendall's  W 0.328 0.032 0.557 0.31 0.273

P value <0.01 <0.01 <0.01 <0.01 <0.01

ICC
(α)

0.83 0.877 0.956 0.862 0.858

一致性論
文發表

改善學習成果不佳(低於70分)
進行輔導辦法及相關機制

輔導辦法 輔導流程圖

執行個別輔導教學
輔導教學紀錄單

成效不佳試卷

6.1.4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2.對學習成果不佳之學生，提供輔導與補強訓練。

26

執行成效良好 滿意度5分滿分

輔導辦法 輔導流程圖 輔導教學成效不佳試卷 輔導課程內容輔導紀錄單

學習成效不佳輔導結果分析
課程科目

放射物理
劑量學

治療計
畫簡介

分數
提升

百分比
43.3% 20.0%

6.1.4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3.與學校訂期召開實習學生檢討會（至少每年一次），檢討及追蹤改善，並適時
修訂教學訓練計畫。

單位 頻次 內容

腫瘤部
定期

不定期

依教師教學內容與成效，及學生學習成果與回饋等相關事

宜進行檢討，適時修訂教學訓練計畫

醫放職類
每季 教學溝通協調會議 依計畫內容適時修訂

27

跨科部
每季 教學溝通協調會議，依計畫內容適時修訂

教學部與

各實習學校
定期

邀集校方與院方討論學生人數分配比例、實習概況報告及

相關教學建議等

醫院與學校
定期

每年

「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主任及教學醫院醫事放射主

管座談會議」暨「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綜合討論會議」

6.1.4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3.與學校訂期召開實習學生檢討會（至少每年一次），檢討及追蹤改善，並適時
修訂教學訓練計畫。

訓練計畫修訂
流程及機制

28

日期

項目

101.05 102.06 103.06 104.06 105.06

修改 9 3 2 4 4

新增 0 1 1 1 1

實習規範會議紀錄

流程及機制

歷年修訂紀錄

第六章
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29

一致性、前瞻性的策略教育訓練

傳承
後進

優良
教師

培育
制度

教師
資格

教學
啟發

獨立
操作

評核
完訓

訓練
計畫

人文素養

經驗成熟

跨領域

相關教育

分級制度

表揚鼓勵
病學

習

30

傳承
後進

卓越
能力

論文
寫作

研究
計畫

創新
思維

EBMCbD
研究
啟發

臨床題材

一般研究

發現問題

能力培養

潛能激發

精益求精

病
人習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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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1.教學訓練計畫依衛生福利部計畫審查結果意見修訂。

► 「放射腫瘤科新進醫事放射師訓練計畫」

 衛生福利部「二年期醫事放射師(士)訓練課程指引」

 計畫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規定

‧ 職前評估

31

‧ 學習目標

‧ 訓練計畫執行期程

‧ 課程負責人

‧ 課程師資

‧ 教學資源

‧ 訓練課程與訓練方式

‧ 評量方式等其他相關事項
依衛福部審查意見修訂

6.2.1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2.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符合附表規定之資格，並確實負責主持教學計畫相關事務。

►訓練計畫主持人─黃國明
 教學經驗30年以上

 專任醫事放射師

 教學計畫主持人訓練資格

 教師認證資格

32

教師認證資格

 教育部部定講師資格

 榮獲教學優異獎

 學理與臨床工作經驗佳

 統籌訓練計畫之規劃、

執行及成效評估

計畫主持人訓練 部定講師

參與相關教學資歷

教師證明

教學優異獎

6.2.1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2.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符合附表規定之資格，並確實負責主持教學計畫相關事務。

► 教學主持人主持教學計畫相關事務

 課程安排

 擬訂訓練執行架構與導師責任制

 明訂任務分派與職掌

33

導師責任制實施辦法 執行架構

6.2.1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3.各職類之教學訓練計畫教師資格、師生比等事項，應符合附表規定，且教師於帶
領新進醫事人員期間，應適當分配時間從事教學工作與其他工作（如臨床照護），
以維持教學品質。

► 21名臨床指導教師具「教師認證」資格

 其中3名具「教育部部定講師資格」

101-105年教師訓練資格統計

師生比符合規定1:3

34

年度 受訓人數
臨床教師

人數
師生比 受訓人員姓名

102年 3 18 6:1
呂東陽

劉曉娟、張敏娟

103年 1 19 19:1 張敏娟

105年 3 21 7：1
曾達超101 105年教師訓練資格統計

教學與臨床工作之比重為44.1%及55.9%

105年 3 21 7：1
張鴻吉、王雅儀

106年 4 21 5.3：1
曾達超、張鴻吉
王雅儀、李堯慧

0
3
6
9

12
15
18
21
24

教學計畫主持

人訓練

臨床教師訓練

(教學能力提

升)

臨床教師訓練

(跨領域)
教師認證證明

101年 3 5 16 18

102年 4 4 3 18

103年 4 8 1 19

104年 3 3 3 23

105年 2 1 0 21

教
師

人
數

6.2.2 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1.收訓新進醫事人員時，應採用具體的學前評估方式，以了解其能力及經驗。
2.應依受訓人員之能力及經驗，安排合適的訓練課程，兼顧其學習及病人安全。

► 職前評估表

 環境、工作職責、治療病歷、儀器使用、放射治療品質保證、輻射作業安全規定
以及各項放射治療技術等

► 職前評估測驗

 放射治療及技術 放射物理專業知識

35

職前評估表

 放射治療及技術、放射物理專業知識

► 擬訂「新進放射師個人訓練計劃」及「新進放射師訓練排程表」

職前評估測驗

6.2.2 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3.應使受訓人員清楚了解其訓練課程安排

► 「訓練流程暨檢核表」

 了解訓練計畫內容及課程安排

 腫醫部團隊組織

 消防安全與輻防環境

 教學資源（含網路資源）

36

 教學資源（含網路資源）

 職務內容

 作業守則與排班規定

訓練流程暨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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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4.教師應依訓練課程安排進行教學，如因故無法完成訓練課程時，應訂有檢討補救
機制。
► 訓練排程表

 簽核紀錄，定期於教學討論會議或工作討論會議檢討訓練課程

 透過回饋機制瞭解受訓人員實際學習情形

► 因故無法完成訓練課程

 「因故無法完成訓練課程補救機制

37

 「因故無法完成訓練課程補救機制」

訓練排程表
因故無法完成

訓練課程補救機制

6.2.2 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5.訓練時間應合理安排，以兼顧受訓人員之學習與工作需要。

► 兼顧學習與工作需要

 學習期間由兩位教師共同指導

 代班、換班制度

• 可保障受訓人員優先學習機會，如在上班時段遇必要之學習課程，安排職務代理人協助
適時代理其臨床業務

 考核通過後，則能適度轉換角色以符合工作需要

38

 需補強或輔導者，依機制彈性調整訓練排程及學習時間

訂定教學訓練計畫
修訂流程及機制

新進醫事放射師教學訓練計畫
（含訓練課程）檢討會議

提供教師針對計畫或課程反映管道
每年度指導放射師

對訓練計畫滿意度調查

滿意度調查表會議記錄及簽名單

6.2.2 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6.教師對於教學訓練計畫（含訓練課程）之建議有管道可以反映，並參與修訂計畫。

39

彙整滿意度調查結果並分析

經統計，多數教師反映之項目為：
 執行訓練計畫，會增加相關行政作業
 執行訓練計畫，使單位人員調度不易

研擬改善方案並實施良好

經104.09.02工作討論會議決議：於休假未滿之情況下，
調度人力支援教師處理教學及行政事務：
降低增加行政作業及人力調度不易的同意度達16%~20%

訂有相關辦法與機制
新進醫事放射師雙向回饋機制辦法
問題反映管道及回饋改善機制

根據計畫定期執行多元反映問題管道

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1.教師應針對學習過程中的問題，給予受訓人員回饋。
2.訓練單位應提供管道供受訓人員反映問題，並予以適當回覆。

雙向回饋

40

滿意度調查結果確核教師回饋情形
依教師互動情形及幫助，作為反映問題適當回覆
滿意度調查。

執行成效良好
滿意度平均值皆達滿意以上(4分)，平均分數高達
4.8分(滿分5分)，執行成效相當良好。

平均4.8分

雙向回饋
機制辦法 改善機制

綜合問卷調查表

訂有相關評估教師教學成效辦法與機制
►教學能力評估辦法
►教學成效不佳輔導流程及改善機制
►因故無法完成訓練課程補救機制

根據辦法與機制定期評估
依不同評分者類別，定期執行評估教師成效。

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受訓人員學習成果。

41

教師教學成效進行統計教學成效良好
教學成效評估分數均達4.0分以上

單位主管對臨床教師教學成效評估

計畫主持人對臨床教師教學成效評估

受訓人員對臨床教師教學成效滿意度

訓練計畫具多元評估方式

依訓練計畫設計之評估
方式，針對受訓人員訓練計
畫期程、課程安排及評量方
式均有完整規範且循序執行
，以掌握受訓人員學習狀況
與成效

依計畫評估方式執行

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受訓人員學習成果。

42

與成效。

檢視五名受訓人員學習成果受訓人員學習成果良好
五名受訓人員學習成果符合訓練計畫，完訓比

例達100%，執行成效良好。
DOPS： 平均分皆達90分以上(及格70分)

CbD： 各項能力提升4%-12%

放射技術能力考核： 筆試評核提升高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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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受訓人員學習成果。

43

教師依訓練計畫定期給予評核、建議或回饋

評核方式
職前
評估

綜合訓練
評量表

DOPS CbD EPA
SOP
抽查

放射技術
專業能力

考核
總評

時間頻次 訓練前
每站

（訓練月）
每站

（訓練月）
每半年

模擬定位
電腦斷層模

擬定位
不定時 每半年 結訓

106年新增評核方式-可信任專業活動
（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y , EPA ）

進程
 105/06/24 與顧問楊志偉醫師首次EPA面談

 105/08/10 楊志偉醫師EPA授課

與 試評影帶 表單信度

44

CCC與

專家會議

EPA任務

設計

表單電子化
表單效度

檢測

教師共識

試評影帶

建立

表單信度

檢測

EPA執行

CCC定期

總檢討

臺大醫院放射腫瘤科新進（含醫培計畫）醫事放射師訓練評核架構

站別 評核方式

評估頻次

Round 1 Round 2(各別決議)

每年SUM(CCC) 備註每日
月底

SUM(CCC) 其它
每日 SUM(CCC)

Shift-base Summative Shift-base Summative

SIM

EPA
Ad-hoc

(OPAx4)
Level

獨立月
免評

Ad-hoc 
CCC個別評估
二次評核時程

Level
雷達圖檢視
等級能力

Round 1：
未達 L3b 次月re -EPA
Round 2：
L4以上完成訓練CT-SIM

LIANC
TOMO

DOPS 各機台首月月底乙次，獨立月免評 直線加速器最後一站DOPS

學員成績
訓練計畫

未達70分Re DOPS

TBI CbD Case 1─CbD 無

該站結束前乙次 獨立月免評

45

訓練計畫
總檢視無

BLOCK DOPS 該站結束前乙次，獨立月免評

未達70分re -DOPSCYBER DOPS
略

PLAN 筆試

每月執行項目：

EPA、DOPS電子表單，學員須使用電子表單回覆質性回饋。
Milestone半年或一年視學習情形評核。
綜合訓練評量表：各新到機台Round 1 執行乙次。
輔導訪談：每月乙次，由舒瑜學姐指派訪談教師。
綜合問卷調查表：學員每月乙次。
教學部網路平台滿意度調查：每月乙次。（網路填寫）
評核月SUM(Clinical Competence Community)檢視：含學習成效、訓練計畫執行狀況

每半年執行項目：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

每年執行項目：
SUM(CCC)檢視：學習成效、訓練計畫。

結訓執行項目：

SUM(CCC)檢視：學習成效、訓練計畫。
總評核

TBI (CbD) 病歷討論會
聯合照護案例討論 放射治療案例討論

► 學習成果符合訓練目標，臨床教學活動之成效：

成效1、基本知識學能 成效2、臨床專業技能

6.2.4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1.受訓人員之學習成果應符合訓練目標之要求，例如能展現臨床教學活動之成效。

46

成效3、醫療關懷與人文素養 成效4、臨床教學回饋

成效5、進修或績優事蹟 成效6、研究成果

參與病例討論會、研讀相關文獻
設計實驗進行研究

學員研讀相關文獻並與臨床指導教師、乳
癌專科醫師討論，於2014年1月至4月收集
使用新舊輔具之病患，並評估其模擬定位
所需時間、治療擺位時間、治療位置準確
性及再現性。

探討臨床輔具準確性與再現性
緣由：科內引進翼板(Wing Board)新型輔
具且普及於乳癌放射治療，學員對新舊輔
具之應用差異深感興趣，藉此與臨床指導
教師討論並作相關研究。

原普及於乳癌放射
治療之真空固定墊
(Vacuum cushion)

研讀
相關論文

實證醫學範例

47

翼板(Wing board)
新型輔具

6.2.4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1.受訓人員之學習成果應符合訓練目標之要求，例如能展現臨床教學活動之成效。

整合並應用於臨床治療決策
此研究結果被本科醫師認同且臨床上已漸
漸使用翼板(Wing board)作為固定輔具。

成果展現及論文發表
學員將研究成果發表於經院方認可醫放

類專業領域中非SCI之最優秀期刊。

病例討論會
簽到單

研究成果

院方認可優秀
期刊雜誌

研究結果:異板與真空固定墊
治療位置準確性一致，且異
板可縮短模擬定位及擺位時
間，增加臨床便利性。

統計至2016年3月，本科乳癌
病患翼板使用率提升至92%

Graham P 2000
Simon  2011
Kanan Jassal 2013
NTUH 2014
NTUH 2015
NTUH 2016

48

分析報告修正表單
 事故發生根本原因探究報告

 修改臨床標準作業流程表單

 新進醫事放射師課程強化訓練計畫

強化專業素養及病患安全認知
緣由：未依標準作業流程執行業務

 臨床標準作業流程表單

 新進醫事放射師個人訓練計畫

 學習成果不佳教學輔導辦法

教學輔導辦法

訓練計畫 作業流程

原因探究報告 強化訓練計畫作業流程

6.2.4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2.對學習成果不佳之受訓人員，訂有輔導機制並落實執行。

檢討、評估
 臨床標準作業流程隨機查驗

 專業能力技術考核

 臨床技能直接觀察評量紀錄

(病患安全專業素養)

結果：成效良好
 臨床表現獲得臨床教師好評

 臨床標準作業流程皆符合規定

 工作態度獲得治療病患讚賞

 病安相關專業知識的提升

訓練計畫 作業流程

臨床技能評量

病安修習時數提升

技術講座

90 %

臨床查核臨床技能評量 臨床查核

作業流程考核

病人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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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3.檢討教學成效，並適時修訂訓練課程。

► 教學訓練討論會議

 計畫主持人傳達院方、教學部或衛福部之教學會議內容

 將學員學習狀況及成果列入報告事項

 與臨床指導教師及學員共同檢討教學成效

 定期修訂訓練課程與計畫內容

49

日期

項目
101 102 103 104 105

修改 13 12 1 21 12

新增 3 4 0 2 1

訓練計畫修訂流程及機制

歷年修訂紀錄

6.2.4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3.檢討教學成效，並適時修訂訓練課程。

會議紀錄

病例討論會

研讀
相關論文

制訂評核表單、建立執行共識修訂訓練課程－新增評核方式
建立「臨床案例討論評量表」：
確立七大評量面向：案例紀錄、臨床評估、治療部位研
究及跨領域共同照護、臨床處置、未來治療計畫、醫學
倫理考量、整體評估等。

導生共同參與：透過討論、跨領域學習及文獻引用
等方式瞭解臨床案例及治療方針，提升研究能力，實現
實證醫放之精神。

臨床案例討論評量表

緣由：為提升眾學員對於文獻查詢及臨床案
例之論述能力，於101年9月12日教學討論會

議中決議新增「臨床案例討論報告

(CbD)」之評核方式。

50

病例討論會
簽到單

院方認可優秀
期刊雜誌

臨床案例討論評量表

成果展現

20

40

60

80

100

受訓期間

受訓人員CbD評核結果散佈圖

70分及格

所有學員評核結果
皆達標準

學員發表論文並應用
於臨床治療決策

分析：執行成效良好

高滿意度：高達90％之評量教師具5分滿意度；所
有學員針對此評量之5分滿意度達92％。

6.00 

8.00 

10.00 

劉○娟 CbD評核面向統計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所有學員七大評核面向皆
提升，以劉○娟為例：

腫瘤醫學部 放射腫瘤科
教學特色及訓練優勢

51

教學特色及訓練優勢
► 教學及評量特色

 評分者一致性

 CbD評量方法

 評量表單電子化

 翻轉教育

 可信任專業活動（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y , EPA）

► 教學設備先進具獨特性

52

► 教學設備先進具獨特性

 亞洲首用病人自主式呼吸運動控制模組

► 實證醫學應用

 新型放射治療輔具建議臨床使用，並實施成效良好

►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
 共同照護全身光子放射治療病人

► 完訓後獨立應用所學能力佳

► 同職類跨科部教學討論

► 獨立教學訓練空間

第一章
教學資源與管理

53 1.1.1 擔任教學任務之人員有專用辦公空間

■設置與臨床業務有適當區隔之辦公空間及設備，供擔任教學任務之人員使用（
不限個別或共同使用）。

• 空間及設備：

– 放射技術研究辦公室

– 臨床教學辦公室

– 配備：置物櫃、電腦（連接

54

（
院內Portal系統）、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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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教室、討論室或會議室數量充足，且具教學功能

1.設置教室、討論室或會議室，並配備教學所需之資訊化設備，足供教學活動使用。

55

►空間及設備：

 B1-144會議室

 B1-120、B1-123教學用教室、討論室

配備：簡報投影設備、影音播放系統、
電腦網路設備、印表機電腦網路設備、印表機

►管理：

教學資源管理辦法

使用紀錄及定期評估

1.1.2 教室、討論室或會議室數量充足，且具教學功能

2.教室、討論室或會議室，在適當的網路安全管控下，可連結院內已有之資訊系統
，以進行資料查詢及影像瀏覽等。

• 安全網域供查詢及教學

– 院內網路

• Portal醫療資訊系統

• PACS影像瀏覽系統

56

PACS影像瀏覽系統

• 醫圖文獻資料庫

• 數位學習遠距教學系統

– 科內網路

• 放射治療整合系統（放射治療計畫、
放射治療技術等相關專業資訊）

1.3.5 提供其他職類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學習或訓練
所需空間及設備

1.依訓練計畫需要，提供訓練教材、教具、設施、設備，供受訓人員訓練使用。
2.提供訓練所需之空間。

57

• 教學與行政辦公空間

►臨床教學設備及空間

• 模擬教具模擬教具

• 置物櫃

• 視聽設備

• 電腦周邊設備及網路

• 圖書

• 其它教材

1.3.5 提供其他職類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學習或訓練
所需空間及設備

1.依訓練計畫需要，提供訓練教材、教具、設施、設備，供受訓人員訓練使用。
2.提供訓練所需之空間。

58

• 教學與行政辦公空間

►臨床教學設備及空間

• 模擬教具

會議室一間（B1-144）

放射技術研究室一間（B1-116）

臨床教學室一間（B1-119）

教學功能教室（B1 120 B1 123）模擬教具

• 置物櫃

• 視聽設備

• 電腦周邊設備及網路

• 圖書

• 其它教材

教學功能教室（B1-120、B1-123）

實習學生教室、休息室（B1-119）

1.3.5 提供其他職類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學習或訓練
所需空間及設備

1.依訓練計畫需要，提供訓練教材、教具、設施、設備，供受訓人員訓練使用。
2.提供訓練所需之空間。

59

• 教學與行政辦公空間

►臨床教學設備及空間

• 模擬教具

四台醫用直線加速器（治療、控制室）

影像導引斷層式加速器治療中心

模擬定位機

電腦斷層模擬定位機模擬教具

• 置物櫃

• 視聽設備

• 電腦周邊設備及網路

• 圖書

• 其它教材

電腦治療計畫系統

鉛合金製作系統

放射治療整合系統

影像導引裝置及系統

放射治療呼吸調控裝置

品質保證相關器材

1.3.5 提供其他職類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學習或訓練
所需空間及設備

1.依訓練計畫需要，提供訓練教材、教具、設施、設備，供受訓人員訓練使用。
2.提供訓練所需之空間。

60

• 教學與行政辦公空間

►臨床教學設備及空間

• 模擬教具

 病患治療固定輔具熱塑性面模

 真空固定墊

 加熱水槽系統

 全自動電腦化模型切割系統

 鉛合金擋塊灌製系統
模擬教具

• 置物櫃

• 視聽設備

• 電腦周邊設備及網路

• 圖書

• 其它教材

 鉛合金擋塊灌製系統

 直線加速器品質保證劑量輸出測量儀

 模擬訓練放射治療計畫系統及教具

 擬人假體

① ② ⑥⑤④③ ⑧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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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提供其他職類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學習或訓練
所需空間及設備

1.依訓練計畫需要，提供訓練教材、教具、設施、設備，供受訓人員訓練使用。
2.提供訓練所需之空間。

61

• 教學與行政辦公空間

►臨床教學設備及空間

• 模擬教具模擬教具

• 置物櫃

• 視聽設備

• 電腦周邊設備及網路

• 圖書

• 其它教材

公共空間

訓練空間

1.3.5 提供其他職類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學習或訓練
所需空間及設備

1.依訓練計畫需要，提供訓練教材、教具、設施、設備，供受訓人員訓練使用。
2.提供訓練所需之空間。

62

• 教學與行政辦公空間

►臨床教學設備及空間

• 模擬教具模擬教具

• 置物櫃

• 視聽設備

• 電腦周邊設備及網路

• 圖書

• 其它教材

簡報投影設備

影音播放系統

電腦網路

印表機

1.3.5 提供其他職類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學習或訓練
所需空間及設備

1.依訓練計畫需要，提供訓練教材、教具、設施、設備，供受訓人員訓練使用。
2.提供訓練所需之空間。

63

• 教學與行政辦公空間

►臨床教學設備及空間

• 模擬教具模擬教具

• 置物櫃

• 視聽設備

• 電腦周邊設備及網路

• 圖書

• 其它教材

建構圖書櫃

編製各類儀器操作手冊

編製放射治療技術教材

建立相關課程歷史資料庫

第二章
師資培育

64

• 訂定師資培育計畫及辦法
• 明定教師認證辦法及展延資格
• 提升教師教學技能培育課程

師資培育計畫 師資培育辦法

師資培育要點
師培課程訓練

2.1.1 明訂有具體教師培育制度並落實執行

教師認證辦法

進修訓練鼓勵
辦法

65

• 定期召開訓練計畫檢討會議

改善措施：
新增-初、中、高教師階層表
新增-教學業務範疇 檢討會議紀錄

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教師認證證明(共計23名)
執行率達100%

• 訂定教師教學獎勵辦法 • 明訂教學相關獎勵事項及升遷措施

獎勵事項 考核升遷

2.1.2明訂有教學獎勵辦法或措施，並能落實執行，以鼓勵投入教學活動

獎勵辦法

66

• 教學薪酬保障

• 公差假、交通費、感謝狀、出國進修補助

101-104年，9成教師
滿意相關獎勵措施

執行成效良好

101~104年教學
獎勵人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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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課程並提供指導、設計實驗進行研究
• 安排教師參與論文索引課程及病例討論會。
• 研讀相關文獻與直腸癌專科醫師討論
• 收集2013年1月至9月期間，使用新舊輔具病患

，評估其治療位置準確性及再現性之差異。

視教師需求提供一般醫學基本能力之培育
緣由：教師自覺實證醫學能力不足，於教學會議中
提出，遇科內新購腹版(ContouraTM belly board)新
型輔具用於直腸癌治療，教師對新舊輔具應用差異

深感興趣，提出實證醫學培育需求。

新購入腹版
TM

原普及於直腸癌放射治療之 論文索引課程
簽到單

2.1.3一般醫學基本能力之培育
1.對教師提供一般醫學基本能力之培育課程

相關參考文獻
病例討論會

簽到單

67

一般醫學能力提升並應用於臨床決策
研究結果經本科醫師認同適用於臨床使用
新腹板(ContouraTM belly board)為固定輔具。

研究成果及論文發表

(ContouraTM belly board)腹板(Medtec® belly board) 簽到單
相關參考文獻

簽到單

研究成果
院方認可

優秀期刊雜誌

新腹板應用於直腸癌病患
使用率高達100%

2013年台韓國際
學術研討會口頭報告

發表於院方認可醫放類專業領域非SCI之最優秀期刊。

安排課程並提供指導、設計實驗進行研究
• 安排教師參與論文索引課程及病例討論會。
• 研讀相關文獻與直腸癌專科醫師討論
• 收集2013年1月至9月期間，使用新舊輔具病患

，評估其治療位置準確性及再現性之差異。

視教師需求提供一般醫學基本能力之培育
緣由：教師自覺實證醫學能力不足，於教學會議中
提出，遇科內新購腹版(ContouraTM belly board)新
型輔具用於直腸癌治療，教師對新舊輔具應用差異

深感興趣，提出實證醫學培育需求。

新購入腹版
TM

原普及於直腸癌放射治療之 論文索引課程
簽到單

2.1.3一般醫學基本能力之培育
1.對教師提供一般醫學基本能力之培育課程

相關參考文獻
病例討論會
簽到單

68

一般醫學能力提升並應用於臨床決策
研究結果經本科醫師認同適用於臨床使用
新腹板(ContouraTM belly board)為固定輔具。

研究成果及論文發表

(ContouraTM belly board)腹板(Medtec® belly board) 簽到單
相關參考文獻

簽到單

研究成果
院方認可

優秀期刊雜誌

新腹板應用於直腸癌病患
使用率高達100%

2013年台韓國際
學術研討會口頭報告

發表於院方認可醫放類專業領域非SCI之最優秀期刊。

研究結果：ContouraTM

BellyBoard所得到的擺位
誤差較小。

NTUH 2013.01
NTUH 2013.02
NTUH 2013.03-2014.03

2.1.4 教學能力提升之培育
1.對教師提供教學能力提升之培育課程。
2.對所提供之課程進行課後成效評估與課程檢討。

• 多元評估機制及評估辦法確認教師教學能力
• 參加院內外教學能力提升相關課程：

課程設計、教學技巧及態度、評估技巧、教材製作

• 教師教學技能培育課程

師資培育辦法 教師教學能力
評估辦法

教學能力提升
課程訓練紀錄

師資培育課程
訓練紀錄

教學計劃主持人
訓練紀錄

69

 
問卷填寫對象 頻次 問卷名稱 評核內容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 每週 

臨床操作課程 

教學熱忱 

專業知識 

講解能力 

教學態度 

成效結果 

強化課程 

教學方法 

教材內容及製作 

授課技巧與表達能力 

問題解答與補充說明 

整體評量 

臨床培訓醫事放射師 每月 教學滿意度 

專業知能 

教學技巧 

訓練教材 

教學滿意度問卷

教師教學執行成效良好
(滿意度均達4分以上)

• 教學檢討會議-醫教會、教學部、科部

‧教學成效評估-滿意度問卷調查

教學檢討會議紀錄

101-103年學員對教師教學滿意度調查

102-104年實習生對教師教學滿意度調查

第三章
跨領域教學與學術交流

70

713.1.1 與醫療院所建立實質教學合作關係

1.醫院考量其規模、功能、特性及限制，並依各職類訓練計畫需要，訂定聯合訓練
（joint program）（包含外送醫事人員至他院訓練或代為訓練他院醫事人員）。

►訂定腫瘤醫學部醫事放射師聯合訓練計畫：

訓練目的

師資

訓練對象訓練對象

訓練內容及時程

雙向回饋機制

補強及輔導機制

訓練計畫成效評估標準與方法

723.1.1 與醫療院所建立實質教學合作關係

3.定期與合作之醫療院所召開檢討會議，並有追蹤及改善方案。

►104年11月2日至11月6日收訓臺大
醫院新竹分院魏○如放射師

►訓練期間至結訓後多次與送訓單
位進行雙向溝通

聯合訓練公文

訓練課程記錄

E-mail教學檢討及追蹤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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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 提供訓練課程、照護訓練
▓照護訓練課程：

▓照護訓練：全身光子放射線治療（TBI）

院內
TMS

各職類面授或線上學習課程

院外 各職類學公會、繼續教育平台

腫瘤部 病例討論會
品質保證會議

放射治療案例討論會病例討論會

▓ 訓練計劃中明訂
跨領域團隊合作
照護訓練目標及
多元化訓練課程

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3.2.1 有多元化的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
1.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模式之執行應符合醫院規模或特性。
2.提供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課程，如醫療團隊資源管理、聯合照護案例討論會、共同照顧、出院準備服務、團隊治療、安寧療護、病人安全等。
3.醫院能協助院內單位安排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
4.鼓勵所有新進醫事人員實際參與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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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行情形成效良好：符合訓練目標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
及病例討論紀錄

工作心得回饋

教案納入
教學部
課程教材

跨領域合作照護案
例討論紀錄

學員執行全身光子
放射線治療

學員跨領域合作照護訓練次數統計

▓ CbD、DOPS評核結果皆達標準

全身光子放射治療評核結果

醫事放射師訓練計畫

▓ 所有評量教師及學員針對此
評量之5分滿意度高達100％

▓ 訓練頻次符合訓練計劃規定（每半年至少訓練1次，
每次至少1小時，2年須4小時）

▓ 質性回饋：
 日常團隊工作之跨領域
心得回饋

 教案撰寫並分享執行心得
 跨領域合作論文發表

論文發表

第四章
研究教學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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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爭取院內外研究計畫案件

■於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醫院每年均有提供研究計畫案件補助，以持續發展
醫學研究。

年度 腫醫部醫放類主持人姓名 計畫名稱 通過經費

104年 蕭凱嘉 胃排空程度對正常器官接受劑量之影響 165000元

105年

鄭敬學
探討Atorvastatin對於放射性腸炎的保護效果

及機制
332500元

張敏娟
使用體積調控弧形放射治療技術肩膀之位移

對頭頸部癌劑量之影響
114000元

劉曉娟
評估膀胱體積於大腸直腸癌放射治療中器官

位移之影響
9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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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曉娟
位移之影響

元

106年

黃國明
比較單次與多次立體定位脊椎放射手術治療

脊椎轉移後脊椎骨質變化之前瞻性研究
362125元

黃子婕
應用自主式呼吸移動管理裝置於肝臟腫瘤放
射治療之閉氣間變異及不同影像導引方式與

位移誤差之研究
96000元

鄭敬學
探討合併Atorvastatin和PI3K/Akt抑制劑及放
射線治療在大腸直腸癌中的生物意義與機制

200000元

►腫瘤部過去5年內醫事放射師申請院內研究計畫通過
件數共計7件，經費補助共計1362625元。

4.3.3 其他醫事人員研究執行與成果良好

■醫事放射類專任人員：過去5年內曾以醫院名義發表論文之人數佔全院該職類
專任人員總人數比例須達10％，且至少須有1人發表論文。

年度 姓名 人數
101年 趙曉玲、陸思慧、杜昭遠、周秀蓉 4
102年 王喬槿、蕭凱嘉 2
103年 劉曉娟 1
104年 鄭敬學 1
105年 黃子婕、張敏娟、蔡宜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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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年 黃子婕、張敏娟、蔡宜君 3

►腫瘤部過去5年內發表論文人數共計11人，佔腫瘤部
醫事放射師總人數比例44%（執登25人）。

►醫事放射職類101-105年曾以醫院名義發表論文人數
（25人）佔全院該職類專任人員總人數（140人）比
例為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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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鑑經驗分享

Camus C.Y. Wu. \吳志毅
Medical radiation technologist \醫事放射師

Department of Nuclear Medicine and Molecular Imaging C.G.M.H. \長庚醫院核子醫學科

‧資料準備
- 與評鑑項目同步

- 教學活動呈現（師資、教學、評量、回饋）

‧現場評核
- 設備場地

- 相關記錄

‧師生訪談

‧資料準備：共享資料夾與文件、統一彙整

放射組評鑑資料庫
文件（條文自評）

照片（教學活動、條文佐證）

放射診斷
核子醫學
放射腫瘤
牙科
心導管

‧現場評核：特色與主題 ‧師生訪談：說你所做 做你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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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訪談：說你所做 做你所說 ‧師生訪談：說你所做 做你所說

‧師生訪談：說你所做 做你所說

承 先 啟 後

感 謝 您 的 聆 聽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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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與討論式教學的實施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 李正輝

緣起

� 成功來自於相對的思考能力
� 科學--- 不過是日常思考的結晶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2

思考的價值

� 一個企業家跟數學家一起登山出遊，清晨，
兩人正要從帳篷起身時，突然聽到不遠處
有熊的咆嘯聲。結果企業家急忙的衝到營
帳門前，努力而慌張的穿上他的鞋子。此
時數學家嘆了一口氣，悲觀的說：「不用
跑了，根據我的計算，以熊的速度很快就
追上我們了」

「我知道，」企業家說「雖然我跑不過牠，
但我只要跑比你快就可以了。」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3

如何訓練思考的能力

遭遇問題

解決困難
獲得與累
積新的能
力與經驗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4

我們都是這樣被教育的….

� 填鴨式的教學
--- 老師拼命講，學生拼命抄…..
� 無意或故意忽略或阻擋獲取健全的知

識
� 嚴重的偏好倉促用功應付考試的學生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5

其實很早就有人看到了問題…

� 在有限的時間，對學生做過多的要求
� 教育是終生的學習
� 老師僅需告訴學生
--- 灌輸原則
--- 導引正確的路徑
--- 教學習的方法
--- 早期分辨必要與非必要

(William Osler, 1899)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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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7年5月1

日星期一

大學生應具備的能力

� 判斷與辨別的能力及智能上的自立
--- 學生的自我教育(很重要!!!)
--- 老師提供指導、啟示和領導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Medical Education, AAMC, 1932)

獲得並培養獨立工作的能力獲得並培養獨立工作的能力

現在醫事放射學生最缺乏的素養…

基礎醫學

臨床經驗

討論的習慣與練
習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8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9

在教學中我們可以討論…

攝影的
方法

檢查的
流程

影像的
品質

病理與
影像的
關係

……….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10

如果是你，你會如何安排討論的
進行?

人 • 由誰來進行，對象又是誰?

事 • 討論的目的是什麼?

時
• 什麼時間來進行討論?

地 • 在哪裡進行比較好?

物
• 需要其他 的器材輔助嗎?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11

常見的討論教學模式

黃金一分鐘

以問題為導
向的學習

(PBL)

以病例為導
向的討論

(CbD)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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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一分鐘教學

� 臨床技能實際操作後，立即進行的討論教
學

� 記憶猶新，效果良好
� 時間有彈性
� 主要應用在臨床教學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13

PBL的原理與執行經驗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14

經驗的累積

� 當人類的知識累積到一定的數量之後，
我們發現只要了解前人所留下的知識
便足以應付日常生活的需要，把這些
知識集中起來學習更是省時得多，於
是講授式的學校教學便應運而生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15

但是….

� 科技的迅速發展 學識與資訊爆炸
� 科技的進步 知識的壽命縮短，新知

識不斷湧現取代現有的知識
� 單靠講授式的教學方式…

似乎無法滿足知識的進步…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16

甚麼是PBL 

� 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 PBL是利用重要的、有關聯的、與真
實情況相同的個案，提供必要的學習
資源與指導

� 學習相關知識與問題解決技巧
� 通常以小組方式進行，由一位小組老

師負責指導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17

PBL的理論根據（1）

� 相較於傳統式教學更能符合認知心理學中記憶的理
論

� 模擬將來應用類似的狀況下，藉由學習事實性的知
識以加強應用時的記憶提取

� 藉由活化先前的知識以促進將來新知識的學習
� 藉由學習過程中的反覆練習如：資料整理、討論、

記筆記、回答問題等，可以加強知識的提取與應用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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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的理論根據（2）

� 同類理論－把過往學習的例子應用到新問題的解
決
---定義問題的相似性
---問題型態的確認

� 加強應用已學習到的觀念與原理來解決新問題
---以問題解決的方式呈現，而非先學習解決問題
的理論或原理
---在學習者在解答問題後立刻給予回應，更可加
強學習的效果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19

為什麼放射師也要做?
� 學生思考能力需加強
--- 集體討論
--- 心得分享
� 資料統合與整理
--- 分析哪些是必須取得的資料

(How,Where)
--- 從資料中整理出所需的資訊
� 加強表達的能力
--- 從懂到說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20

PBL教學

� 訓練學生思考的能力
� 訓練學生資料蒐集與整合的能力
� 訓練學生溝通與表達的能力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21

PBL教學流程

分組與教案發放
� 增加成員的差異性
� 專業或醫學倫理相關議題
資料蒐集與討論
成果的發表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22

PBL的學習過程
� 從臨床問題中找尋需要學習的問題
� 利用過去已學習的知識技巧解答問題

在解答的過程中發現學習目標，訂定
學習目標及優先順序

� 利用可用資源自我學習
� 與小組成員分享成果
� 利用獲得的知識解答問題
� 評估學習成果、過程以形成觀念、通

則與增進問題解決能力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23

PBL強調

了解自

己的學
習需要

找尋知

識的技
巧

知識的

理解與
應用

主動的

自我學
習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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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的四個要件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25

適當的自省與評量機制適當的自省與評量機制

了解遊戲規
則的老師

願意投入討
論的學生

詳細規劃過
的教案

小班學習中學生的責任

� 出席
� 相互學習
� 與小組的互動與溝通
� 給予回饋
� 誠實檢視自己的學習並樂於接受他人的回

饋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26

學生在PBL學習中的責任

� 學生是學習的中心
� 自我學習
� 學習過程比結果更重要
� 學習是終生的任務
� 團隊比個人更有力量
� 老師是學習的協助者而非知識的提供

者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27

PBL小班學習導師的角色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28

引導小組討引導小組討

論之進行論之進行

提升解決提升解決

問題與批問題與批
判性思考判性思考

的能力的能力

協助評估協助評估

小組討論小組討論
的過程的過程

小組討論引導的原則

� 了解並遵循PBL小班學習之流程
� 深入探究學生資料蒐集成果
� 引導討論蒐集之資料
� 協助運用資料於解決問題
� 重視學習過程之評估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29

如何發揮討論教學能效果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30

促進溝通互促進溝通互
動動

增進團隊增進團隊
氣氛氣氛

處理偶發處理偶發
事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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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溝通互動

� 以發問來促進溝通互動
--- 提出不同層次的問題
--- 將問題重新加以描述
--- 提示相關的線索
--- 提出新的問題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31

增進團隊氣氛

� 等待反思的結果：問題提出以後，或回答
問題以後，給予一段空白的思考時間，讓
參與者共同思索，接下來如何反應
---適度的等待能夠使小組討論不致匆匆
進展，草率了事

� 避免對小組成員的責備
� 疏解小組成員之間的緊張和衝突
� 傾聽，聽取對方真正想表達的意思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32

處理偶發事件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33

退縮退縮
沉默沉默

偏離偏離
主題主題

過度過度
防衛防衛

教案的設計

教學的目

標(教案
的核心)

人物的背

景

事件發生

的經過

產生的結

果

引導學生

思考的方
向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34

� 以醫學倫理、醫事法規為主軸
� 以相關專業所需的本職學能為輔
� 避免絕對的是與非觀念，提供充分的討論

空間

本科PBL教案設計的概念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35

� 問題導向學習(PBL)教案(編號:5)
教案主軸:  下背痛病患磁振造影檢查的實施
學習重點:
1.下背痛在臨床的診斷與可能實施的檢查項目
2.與病患的術前溝通技巧(以貴重物品的保管爭

議為例)
3.如何降低病患移床時的疼痛感
4.初步MRI影像判讀
5.醫療糾紛的發生與因應

教案介紹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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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值與回饋

� 自我評量
� 小組成員互評
� 學生對老師的回饋
� 教師對學生的意見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37

評值的內容--- 自我的反省

� 是否可以主動思考問題的本質與內容
� 是否會主動參與小組討論
� 是否在整體活動中表現是活躍的
� 是否積極的尋找相關的資料與參考文獻
� 是否在活動中的討論與思考能力有所增進
� 是否在活動中的資料整合與表達能力有所

增進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38

對老師的回饋

� 教案的設計是否是有意義且有效的
� 過程中老師是否有進行適切的引導學生思

考
� 過程中老師是否過多表達自我主觀的意見
� 整體上老師的角色扮演是否稱職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39

學生學習評估
同學自我評估
� 於整個流程結束後繳交(不要拖太久)
� 目的在訓練同學自我反省以及增進團隊的

成長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40

課後心得

1.在PBL過程中，我學到的最大收穫是什麼？並請說
明原因。(50-100字)

2.在PBL過程中，我覺得最困難的是什麼？並請說明
原因。(50-100字)

3.在PBL過程中，我覺得最感興趣的是什麼？並請說
明原因。(50-100字)

4.在PBL過程中，我覺得最需要改進的是什麼？並請
說明原因。(50-100字)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41

學生學習後的心得部分

� 最大收穫:
--- 原來我的工作可以牽涉到那麼多的醫事

法規….

--- 與同學在討論的衝突中去勇敢的表達自
己的意見….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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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困難的部分:
---思想的差異、資料的整合
--- 完整的表達自己的意見
--- 有時候會抓不到方向…鬼打牆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43

� 最有趣的部分:
---可以盡情的發表自己的意見
--- 激發臨場的突想及靈感
--- 多元化的想法與邏輯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44

� 需要改進的部分:
--- 教案的部分有些敘述不完整
--- 有些同學參與度不夠
--- 要懂的接納別人的想法
--- 結案報告時的討論不夠熱絡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45

其他的想法….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46

CbD的設計與實施
� Case-based Discussion簡稱CbD
� 美加地區稱為Chart Stimulated Recall 

OralExamination(CSR)
� 英國National Healthcare System (NHS)

所屬之Healthcare Assessment and 
Training

� (HCAT)單位所設計，用來評量Fundation
Program學員之臨床能力。

� 標準化的口試評量流程架構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47

CbD可評量的臨床能力與面向

� 病歷紀錄(medical record keeping)
� 臨床評估(clinical assessment)
� 檢查及其相關性(investigation and referrals)
� 治療(treatment)
� 追蹤及未來計畫(follow-up and future planning)
� 覺察與釐清潛在問題及困境的能力(potential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 理解與提供其他臨床替代方案(clinical alternatives)
� 能夠衡量利弊得失之下作出臨床決定
� 理解評分老師所提出與案例相關的議題
� 未來照顧指引之撰寫品質
� 整體臨床照顧
� 專業素養??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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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 如何執行(醫師)

� 由學員自己挑選個案。
� 與評量老師約定時間，須事先將討論個案
� 資料事先送到老師手中。
� 個案挑選可以是門診、急診、社區、病房、

ICU…

� 視學員學習科別屬性，可涵蓋不同層面領
域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49

� 案例之選擇應考量涵蓋兩種以上臨床能力
或面向。

� 建議時程:10~15分鐘問與答，評量者立
即做回饋，5~10分鐘。

� 評量結束後由學員將CbD記錄彙整，之後
送交行政單位存查。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50

CbD—以問題串起會談

� 釐清問題能力
� 訊息統合能力
� 權衡選擇的能力
� 醫療策略之決定
� 醫療決策之影響
� 醫療系統考量以及倫理困境考量
� 跨領域溝通以及團隊合作
� 臨床作為呼應醫師的角色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51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52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53

� 放射師是否適合實施CbD?

� 作為放射師，我們該如何設計屬於自己的
CbD?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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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會版本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55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56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57

新光醫院的初步經驗

人 • 實習醫事放射師vs. 實習指導老師

事 • 討論在各攝影室所見到的特殊案例

時
• 於每週四上午進行30分鐘的討論

地 • 在討論室與全體實習學生進行討論

物
• 以簡報的方式進行，並配合PACS展示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58

以問題串起會談(醫事放射師)

� 釐清問題能力
---病患的過往病歷
---此項檢查的意義是什麼
---此項檢查可以提供臨床什麼樣的資訊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59

� 訊息統合能力
---如何依據病理及生理特性選擇合理的檢查

參數
---在檢查中有哪些訊息是你必須了解，並有

助於檢查的進行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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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衡選擇的能力
---判斷檢查的合理性
---安排適當的檢查流程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61

� 醫療(檢查)決策之影響
---過往影像的探討
---檢查結果與初步診斷的判別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62

� 跨領域溝通以及團隊合作
---檢查前的準備事項
---檢查後照顧及需注意的事項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63

討論的內容
� 病例入院回顧
� 安排檢查原因的探討
� 相關解剖與病理
� 本次檢查前過往影像的探討
� 檢查前準備的事項
� 檢查流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 檢查結果與初步診斷的判別
� 檢查後應注意之事項
� 參考文獻的應用
� 問題回答與心得分享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64

實習學生的想法與意見

� 自己參與整個病例的進行，會比較清楚了
解其中的過程

� 藉由同學的分享，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 可以多一些病例報告的討論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65

一點小小的經驗分享

� 開始可由指導老師依據排程，鼓勵同學針
對較特殊的案例提出討論，之後可鼓勵同
學自行提出自己有興趣的案例

� 通常只提供學生思考的方向，盡量不要干
涉學生想要表達的內容

� 先跟學生進行充分的討論，然後鼓勵學生
與其他同學進行分享

� 最後才做總結與補充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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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67

� 思考---- 知識持續增長的原動力
� 團隊思考---- 總和大家的力量，達到加乘

的效果
� 懷疑的態度---- 科學的發源
� 終身學習

總結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68

結論

� 放射師，妳(你)的定位在哪裡?

� 提昇專業，也提升在醫學界的地位
� 教育新進及實習的醫事放射師
--- 態度
--- 專業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69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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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護照電子化系統應用

1

任職單位：國泰綜合醫院 放射線科

主講人：侯貴圓 組長

e-mail: circle@cgh.org.tw

大綱

•訓練護照電子化系統的簡介與現況
•已知的訓練護照電子化系統
•建置『放射教學e系統』之過程與介面分享
•教師與學生之滿意度調查
•建置e-portfolio之困難
•建置e-portfolio之優點
•建置e-portfolio之缺點
•結論

2

e-Portfolio=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

• 在拉丁文中port的意思是移動，folio的意思是紙
張或作品，因此portfolio是一種移動式的紙本、
樣本、或作品等之集合。

• 國內將portfolio翻譯成多種不同的名稱，如學習
歷程檔案、生涯歷程檔案、學習履歷、課程地圖
等，其中使用最多的名稱為學習歷程檔案。

• e-Portfolio則是Electronic Portfolio的縮寫，
常被翻譯成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或數位化學習
歷程檔案。

3

已知的訓練護照電子化系統

1. 大學生的電子學習歷程平台
2. Moodle平台系統
3. 依醫院原有之作業系統延伸(如：HIS系統

及e-learning系統)
4. Onenote + 平板
5. 自行研發的電子訓練系統

4

�電子學習歷程檔案（ E l e c t r o n i c
Portfolios, 以下簡稱e-Portfolio）在臺灣高等
教育界，逐漸成為一種普遍使用的學習紀錄。

�電子學習歷程像部落格一樣，不同的是這是一套
規畫過的部落格，一步步去操作，四年來的點點
滴滴可以有系統的記錄，不需再花時間去整理。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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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Why電子訓練護照??

10

11

建置e-portfolio前

12

106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第65頁，共108頁】



2017/5/1

3

1.個人使用定位-透過學校建置ePortfolio，為個人學

習過程提供擺放學習事蹟的空間並瞭解學生在不同學習階
段的改變。

2.成長之獲益- e-Portfolio有助於個人之反思成長。

學生可發展、蒐集及有系統地依據累積的學習經驗以組織
數位學習資源，以及個人學習檔案。

3.同儕觀摩-藉由平台與人互動、觀摩而產生學習。使學

生能知己知彼，引發自己突破與改進之動機。

4. 就業準備- 可作為學生進入職場之工作能力評量的依

據。透過平台保留學生學習檔案，可提供未來就職需求準
備，提供參考。

13

Moodle平台系統

Moodle平台是開放原始碼的網路教學平台。
Moodle數位教學平台可提供教師網路課程空間，
採申請制，系統將自動匯入選課名單，課程中
提供討論區、教材置放、線上問卷、線上測驗、
繳交作業等功能。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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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確認作業完成的完整度

20

線上測驗

21

依醫院原有之作業系統延伸

• 由於醫院臨床訓練建置電子化系統，最常見的理由
為整理及保存學生或學員的訓練資料，以利教學評
鑑之準備。通常教學計畫負責人是最迫切有此需求
的。

• 各醫院對於臨床訓練護照電子化的規劃方向及目標
不一，因此有些個別單位會利用醫院作業系統延伸
類電子化作業，常用延伸系統為HIS及e-learning
系統。

22

23

e-learning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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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HIS系統-mini-CEX評量

26

HIS系統-DOPS評量

27

HIS系統-整體評量

28

確認各項評量的完整度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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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員)可確認各項評量結果

31

系統連結之各項評量結果

32

Onenote+平板�結合moodle

33

實習手冊資料轉化為Onenote

34

訓練計畫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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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生會談

37

請假紀錄單

38

自行研發的電子訓練系統

~放射教學e系統

39

緣起

� 民國90年，想將公佈欄電子化及增設留言版~~故延伸出各項功能

� 民國95年，開始發展線上測驗出題系統
� 民國100年，開始將實習生的學習護照逐漸轉成電子化

40

放射教學e系統的架構

41

電子訓練護照

人員基
本資料

學習
歷程

作業
專區

臨床
評估

線上
課程

定期
測驗

•學生排程
•站別排程

•心得報告
•書面報告
•病歷報告
•導師會談
•考試詳解
•口頭報告

•DOPS
•每站評量表

•品德評沽

•密碼修改
•資料修改
•導師生資料
•教師履歷表

實習生基礎課程
• PGY基礎課程

• 專業課程
• 繼續教育
• 線上測驗

•題庫建立
•試卷建立
•轉成紙本
•線上測驗

主持人
信箱

1.人員基本資料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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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履歷

43

2.學習歷程~以學員區別

44

學習歷程~以站別區別

•每位教師可以很清楚知悉，該站何時會有實習生或PGY

45

3.作業專區

� 指定繳交作業的項目及期限，且指定回饋教師
� 提供製作範本供學生下載，以免格式不一

46

作業專區~老師回饋
『心得報告』

47

作業專區~老師回饋
『病例報告』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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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專區~老師回饋
『書面報告』

49 50

作業專區~老師回饋
『考試詳解』

51 52

作業專區~老師回饋
『心得報告』

作業專區~檢討與心得

� 優點：
•作業項目列清晰簡明，方便教師查核
•便利性佳，可以多位老師回饋
•文件保存容易，作業退件處理方便
•有統一的作業規格，學員有清楚的遵循方向
•可以跨院區，進行雙向回饋

� 缺點：
•學員作業品質堪慮，常有直接網路抄寫複製的情形
•老師因臨床作業忙碌，無法進行即時回饋
•部份老師使用罐頭片語回覆，沒有依個別學生的問題進行

回饋，需要進行老師的再教育

53

� 臨床評估包含兩個部份：
•Formative assessment (DOPS) 及
•Summative assessment (整體評估表)
� 導師會談及品德評量未來也會加入

54

4.臨床評估-D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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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臨床評估-DOPS

56

臨床評估-DOPS
未通過，會標示出來

DOPS 個人資料分析

57 58

臨床評估-DOPS

臨床評估-整體評估表(用於每站結束時)

59

整體評估表-個人資料分析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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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評估~檢討與心得

•DOPS線上回饋，原是希望以平板做即時回饋，但由於分布
範圍較廣，且各站旁都有電腦，直接以電腦評核

•老師的評估標準要隨著新進教師的加入，定期進行評分共
識的建立，否則標準不一，學生也無所適從。

•整體評分學生在每站結束後接受老師評核，整體而言，非
常接近時學生平常的表現，也是很重要的評估。

61

雙向回饋

62

63

5.線上課程-分四類
• 實習生基礎課程
• PGY基礎課程
• 學員專業課程
• 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6.測驗系統-題庫維護

64

建立試卷

65

例如：PGY
期中考，可以自
選題型及範圍

建立試卷~三步驟完成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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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分計算

67
68

試卷產生

69

主持人信箱 權限限定

70

教師評估作業提醒

71

學員作業提醒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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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之滿意度調查

73

教師問卷調查表 總分

紙張減少 119

保存方便 141

跨院區使用 137

電腦設備足夠 114

客製化考題 124

醫院網路 117

系統完整 117

了解排程 125

介面簡單 127

即時回饋 137

119
141137

114124 117117125
127137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教師問卷調查

學生之滿意度調查

74

26
32 31

20
28 29 28 26 28 31

0

10

20

30

40

學生問卷調查

學生問卷調查表 總分

紙張減少 26

保存方便 32

跨院區使用 31

電腦設備足夠 20

客製化考題 28

醫院網路 29

系統完整 28

了解排程 26

介面簡單 28

即時回饋 31

『放射教學e系統』討論

75

『放射教學e系統』可提升作業效率、減少紙張的浪
費並增加資料保存便利性。放射實習生教學需整合放
射診斷、放射腫瘤及核子醫學三大部門及其他如：心
導管、碎石室及牙科等教學資料，有分院的醫院可進
行跨院區整合。利用電子化教學系統的優點多於缺點，
滿意度也高，但需具備充足的電腦設備及網頁設計人
才，若能由醫院進行全院性實習學生系統整合效益更
大。

建置e-portfolio之困難

1. 院方不支持

2. 院外無法使用，院內隨身碟存取限制

3. 硬碟(備份)耗材花費

4. 系統維護不易

5. 臨床工作都做不完了，怎麼有人力做這個?

6. 院內網點不足

7. 教師配合度及即時回饋困難度

76

建置e-portfolio之優點

1. 無紙化

2. 無時間限制

3. 節省時間

4. 便於管理 (學生作業繳交狀況)

5. 資料保持完整

6. 資料易於傳送及分享 (優良報告示範)

7. 學習成果統計分析

8. 可跨單位資料整合(總分院)

77

e-portfolio的缺點

1. 建置的時間與費用

2. 建置技術與規劃困難

3. 增加時間及心力完成電子系統資料

4. 移動式平版電腦需求(DOPS)

5. 即時回饋效果較差(如：書面報告)

6. 系統需有專人維護及管理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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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現今資訊發達的年代，所有資料變成電子化已是必然
趨勢，臨床訓練護照電子化不但可以減輕教學計劃負責人的
負擔，也可以提供實習生或PGY學員完整的學習歷程，如果能
由院方進行全院性訓練護照電子化整合，應該是最事半功倍
的方法。但因各個職類的需求不同，需要花時間及腦力仔細
規劃。

但是電子化也是有一些潛在的缺點，例如：面對面的溝
通可能會變少，學員作業的真實性需要老師細心察覺，臨床
繁忙的工作也是教師即時回饋的一大阻礙。專人做教學工作
的管理是最好的解決辦法。非常樂見臨床訓練護照全面電子
化。

79 80

謝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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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量臨床教師
黃奕琿 醫事放射師

2017/5/6

大綱

• 教學醫院評鑑對評估教師教學成效之評鑑條文
• 如何評估教師教學成效
• 如何回饋評估結果供受評教師參考
• 分析執行成效並進行改善

6.1.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
制

• 目的：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實習學生學習成果，以適時教學
改進。

• 評量項目：
1.教師應針對學習過程中的問題，給予實習學生回饋。
2.實習單位應提供管道供實習學生反映問題，並予以適當回覆。
3.依訓練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實習

學生學習成果。

6.1.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
制
• 評量方法：

1.訪談實習學生或查閱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瞭解學習評量
回饋、及對教師之教學評估。

2.訪談教師，瞭解雙向回饋及教學改進之執行情形。

• 建議佐證資料：
1.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
2.學習評估相關紀錄。
3.實習學生反映問題管道及教學檢討紀錄。

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
饋機制

• 目的：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新進醫事人員訓練成果，以適時
教學改進。

• 評量項目：
1.教師應針對學習過程中的問題，給予受訓人員回饋。
2.訓練單位應提供管道供受訓人員反映問題，並予以適當回覆。
3.依訓練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受訓

人員學習成果。

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
饋機制

• 評量方法：
1.訪談受訓人員或查閱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瞭解學習

評量回饋、及對教師之教學評估。
2.訪談教師，瞭解雙向回饋及教學改進之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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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
饋機制

• 建議佐證資料：
1.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
2.學後評估相關紀錄。
3.受訓人員反映問題管道及教學檢討紀錄。
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教學成效指標：【指標 5-教師教學
成效評估與改善，並回饋結果】與量性指標：【指標7-教師接受多
元教學評估比率】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料。
5.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教學成效指標：【指標 6-受訓人員
學習成效評估與改善，並回饋結果】與量性指標：【指標 4-受訓
人員完成每一訓練階段後評估比率】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料。

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教學成效指標

• 指標 5-教師教學成效評估與改善，並回饋結果
• D：未符合 C 標準。
• C：訂有教師教學成效評估辦法或機制，且落實執行。
• B：

1. 有回饋評估結果供受評教師參考。
2. 如教師教學有困難時，醫院能進行原因分析、檢討、輔導，協助教師改善。

• A：
1. 定期檢討教師教學成效評估辦法或機制，分析執行成效並進行改善。
2. 執行成效良好。

[註]
• 應有多元方法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如學員測驗成績之表現，學員對教師

教學意見調查，資深教師及主管對教師教學之觀察等。

訂定教師教學成效評估辦法或機制

• 訂有多元評核及雙向回饋機制
• 定期評估教學成效
• 明定教學成效不佳的定義
• 明定教學成效不佳之輔導流程及改善機制
• 明定因故無法完成訓練課程之補救機制
• 檢討與改善

• 教師教學有困難時，醫院能進行原因分析、檢討、輔導，協助教師改善
• 定期檢討教師教學成效評估辦法或機制，分析執行成效並進行改善

如何評估教師教學成效

• 應有多元方法
• 學員測驗成績之表現
• 學員對教師教學意見調查
• 計畫主持人對教師教學之觀察
• 資深教師及主管對教師教學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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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訓練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
教師教學成效及實習學生學習成果

執行表單
學生或學員
滿意度問卷

整體學習
成效回饋表

計畫主持人對臨床
教師教學能力評核

年度平時成績考核
能力檢核

頻次 每週 每梯次 每年 每年

評量項目

教學態度
教學熱忱
講解能力
專業知識
教學效果
教材內容

問題補充及回答

教學態度
教學方式
課程內容

教學能力
教學態度
教學內容
教學技巧
教學研究

教學能力
熱忱及技能
教學技巧
課程設計
教材製作
專業能力

評核者 學生或學員 學生或學員 計畫主持人 主管

如何回饋評估結果供受評教師參考

• 匿名
• 推遲回饋
• 了解學生回饋是否屬個別學生的問題
• 教師個別回饋

檢討與改善

• 教師教學有困難時，醫院能進行原因分析、檢討、輔導，協助教
師改善

• 定期檢討教師教學成效評估辦法或機制，分析執行成效並進行改
善

教師教學有困難時，醫院能進行原因分析、檢
討、輔導，協助教師改善

• 明定教學成效不佳的定義
• 明定教學成效不佳之輔導流程及改善機制
• 明定因故無法完成訓練課程之補救機制

明定教學成效不佳的定義

• 受訓學員或實習學生經雙向回饋管道、雙向溝通會議、質性表單、
教學部網路平台滿意度調查…等反應教師教學問題，且問題須由
科部確認者。

• 學生或學員滿意度調查，獲評分數「未達8分」之教師。
• 計畫主持人對臨床教師教學能力評核分數「未達70分」之教師。
• 年度平時成績考核能力檢核之教學能力、熱忱及技能評估表現，

獲評分數「未達尚可」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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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教學成效不佳之輔導流程及改善機制 明定因故無法完成訓練課程之補救機制

訂有相關評估教師教學成效辦法與機制
►教學能力評估辦法
►教學成效不佳輔導流程及改善機制
►因故無法完成訓練課程補救機制

根據辦法與機制定期評估
依不同評分者類別，定期執行評估教師成效。

教師教學成效進行統計教學成效良好
教學成效評估分數均達4.0分以上

單位主管對臨床教師教學成效評估

計畫主持人對臨床教師教學成效評估

受訓人員對臨床教師教學成效滿意度

21

教師教學有困難時，醫院能進行原因分析、
檢討、輔導，協助教師改善

定期檢討教師教學成效評估辦法或機制，分析
執行成效並進行改善

總結

• 6.1.3及6.2.3評估實習學生及新進醫事放射師教學成效並提供雙向
回饋機制

• 訂有教師教學成效評估辦法或機制，且落實執行。
• 回饋評估結果供受評教師參考
• 教師教學有困難時，醫院能進行原因分析、檢討、輔導，協助教

師改善
• 定期檢討教師教學成效評估辦法或機制，分析執行成效並進行改

善

謝謝聆聽 敬請指導

• 致謝：感謝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黃國明技術長提供部分表單內容
及建議

• 致謝：感謝臺大醫院教學部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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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計畫主持人

PDCA執行過程與成效分析
杜俊元
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師

計畫主持人課程

教學課程設計技巧

教學課程評量技巧(評核學員)

教學評估分析

教學課程評量技巧(評核教師)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主要原因
現況分析

目標設定
設定計畫

拆解流程
進行測試

結果分析

設定計畫

預期目標結果施行
下個循環

教學計畫

教學活動

評估機制

學習成效

教學師資培育計畫

訓練計畫

實習學生訓練計畫

新進人員訓練計畫

跨領域團隊訓練計畫

跨院際聯合訓練計畫

新進人員訓練計畫

教學計畫定期檢討改善

P D

學生座談會
導師教學討論會
科務會議計畫項目或內容

行動修訂

CA

新版計畫內容

查核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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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D

訓練前與友院檢論會議
學員學習歷程與回饋
訓練前與友院檢論會議改善項目或內容

行動修訂

院際聯合訓練計畫檢討改善

CA

新版計畫內容

查核標準化

評估訓練成效

教師教學評估

臨床技能

培育辦法

專業課程

年度評核

教師教學評估

臨床技能

培育辦法

專業課程

年度評核

教師教學評估

臨床技能

培育辦法

專業課程

年度評核

教師教學評估

臨床技能

培育辦法

專業課程

年度評核

教師教學能力評估

P D

教師臨床教學技能評估
教師專業課程教學評估
教師年度評估。

教師教學能力評估

行動修訂

CA

教師教學評估機制

查核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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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任教師輔導辦法 教師教學能力檢討改善

P D

教師教學討論會議
擬訂輔導對策

行動修訂

不適任教師輔導

CA

教師輔導機制

查核標準化

評估輔導成效

教師教學能力再評估

學員學習成效評估

訓練目標

實務操作訓練基礎課程訓練

正確使用影像檢查參數
設備儀器操作經驗

二次專業讀書報告
四例臨床案例討論

專業理論與臨床技術相結合

科別 週數 訓練內容

放射診斷 15週
一般X 光攝影(含急診X光、病房攝影、牙片攝影)、特殊攝影、介入性攝影
檢查、電腦斷層、磁振造影、超音波、心導管攝影、骨質密度測定及紅外
線掃描、數位影像處理等。

核子醫學 6週
醫學物理學(輻射安全)、核醫造影技術學、核醫藥物暨放射性同位素治療、
放射性免疫暨核醫體外分析等。

放射腫瘤 6週
放射治療技術學、醫學物理學(劑量學)、模具製作暨模擬攝影、醫學物理
學 治療計畫 等

總實習週數為28週核心課程：

學員學習成效評估

放射腫瘤 6週
學(治療計畫)等。

自選週 1週 依學生需求選擇學習項目

教學活動及各項教學活動學習目標，如下：

項目 學習目標
實務訓練教學 由臨床實際檢查學習醫事放射師應具備之核心能力
專業課程教學 使用講授式課程加強基礎專業知識能力

專題報告 訓練相關文獻查詢及案例報告製作能力
案例討論 訓練臨床特殊案例攝影照護方式

學員學習成效評估

實務操作訓練

70.0 

80.0 

90.0 

100.0 

分
數 104學年度實習成效 品德操守

(含出勤)

平常表現

平時書面報

告

學習測驗

基礎課程訓練50.0 

6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術科

期中&期末

專題報告

P D

臨床教學技能評估
專業課程教學評估
學習護照評估

學員學習成效評估

行動修訂

學員學習成效評估

CA

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查核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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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D

教師與學員面談
教師教學討論會議
擬訂輔導對策

行動修訂

學員學習成效輔導

學員學習成效檢討改善

CA

學員輔導機制

查核標準化

評估輔導成效

學習成效再評估

檢查前 教學目標
教學方式

課程設計

檢查中

檢查後

教學方式
評核方式
問題回饋

電腦斷層掃描檢查

P D
CA

教師所用之評核方式有定期檢討改善

P D

2013.01.03‐修訂DOPS表單分數級距。
2013.01.03‐新增表單使用注意事項。
2011.07.15‐修訂DOPS表單評估項目。
2011.04.06‐增加DOPS表單適用檢查。

評核方式修訂

CA
藉由DOPS將學習成效量化。

可再增加CbD評估於CT或MRI。

ACPD ACPD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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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應具備教學評估分析 
品質管理循環(PDCA)執行過程與成效分析 

台北馬偕紀念醫院放射線科 杜俊元組長 

 
PDCA（Plan-Do-Check-Act 的簡稱）循環是品質管理循環，針對品質工作按規劃、

執行、查核與行動來進行活動，以確保可靠度目標之達成，並進而促使品質持續

改善。由美國學者愛德華茲·戴明提出。這個四部的循環一般用來提高產品品質

和改善產品生產過程。這個過程循環也被人熟知為：Plan-Do-Study-Act（PDSA），

戴明圓環（Deming circle/cycle/wheel）或者休哈特圓環。另一個不同的版本是

OPDCA，加入了 O（observation 觀察），有些說法是說獲得當前的狀況。 

PDCA 的定義 

規劃（Plan）：產品可靠度目標預測與訂定、可靠度計畫研擬與確定、可靠度組

織與分工。建立一個明確的目標，並制定相關的計劃和確定必要的程序。通過這

樣的方式可以在今後的過程中更好的衡量實現的結果和目標的差距以便更好的

進一步修正。 

執行（Do）：可靠度作業激勵、命令與實施。執行上一步所指定的計劃和程序，

收集必要的信息來為下一步進行修正和改善提供依據。 

查核（Check）：產品可靠度評定與評估、可靠度作業管制與稽核。研究上一步收

集到的信息，和預期設計進行比較（於計劃階段的目標進行對比）。並提出修改

方案，包括執行後的改善和計劃的完善使得計劃的可執行性提高。用列表和數據

圖可以很好的顯示出來執行結果和預計結果的差距，這些差別是下一步行動中的

必要數據。 

行動（Act）：各種可靠度工作之作業單位間協調、可靠度改善對策訂定、改善行

動執行與跟催。這一步是尋找相當的方法來縮減計劃目標和執行的過程中的結果

的差距。並且使得下一次計劃變得更加完美。一般是通過對問題的根本原因的研

究，但是相當的問題找到根本原因的時間會很長，這往往會使得項目沒有任何進

展。所以一般會暫時採取短期符合目標要求的修改，與此同時創立新的項目來改

進執行過程。其中很多時候會提出更詳細的計劃要求使得下一次重新執行時的計

劃步驟更容易執行更詳細。其實 Act 於英文涵義上另有修正案的意思，所以有的

時候很多人更加趨向於使用修正（Adjust）來解釋 PDCA 的 A。這樣的話更能體

現出 A 的改善的含義而且很多的修正並不是這一次循環中進行的執行，而是下

一次循環的 D 環節進行執行。 

關於 PDCA 

PDCA 是由於 W 愛德華茲·戴明博士而出名的。很多人認為戴明博士是現代產品

品質控制的始祖。但是他在著作里總是把這個循環稱為「休哈特循環」。晚些時

候，戴明修改了 PDCA，他把這個循環修改成了 PDSA 用 study（研究、學習）

替代了檢查（check），他認為這樣更好表達第三步是來研究而不是檢查。P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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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概念最初是在一個科學基礎上建立的，從培根的學說中延伸出來的。

（《NovumOrganum》1620）科學的過程大概可以總結為《假說－實踐－進步》

（hypothesis－experiment－evaluation）。休哈特形容製造業是：控制下的－數據

控制下的一個三步驟的過程來規範製造業。休哈特認為一切可以收集到的數據都

要拿來為貨物的生產需要服務。這些數據可以用來減少人為誤差從而提高生產的

質量。顯然這個過程是一個基於實踐和進步的行動。戴明在上世紀 50 年代在日

本的演說中強調日本使用的精簡版的 PDCA 可以擴展為今天的 PDSA；尤其是

study 研究這一步最重要；而且使用這個詞更比休哈特使用 check 檢查的意思更

接近解。 

一個基礎科學的方法是重複使用 PDCA 循環；一旦達到了我們制定的第一假說；

或者全部推翻了，這時要開始執行下一輪的 PDCA 循環。這樣最終能得到一個

非常接近完美的結論。但是必須注意的是，每一個 PDCA 的循環必須是完全獨

立的；尤其是 P 環節的預期目標必須是獨立的。如果不這樣的話有可能會陷入無

窮迴圈從而混淆什麼是執行過程的缺陷和不可避免的環境變化以及無法消除的

系統誤差。 

資料來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PDCA 

 

PDCA 步驟和方法 

階段 主要辦法 工具 

P 

1、分析現狀，找出問題 排列圖、直方圖、控製圖 

2、分析各種影響因素或原因 因果圖 

3、找出主要影響因素 排列圖，相關圖 

4、針對主要原因，制定措施計劃 

5W1H 

為什麼制定該措施(Why)？ 

達到什麼目標（What）? 

在何處執行（Where）？ 

由誰負責完成（Who）？ 

什麼時間完成（When）？ 

如何完成（How）？ 

D 5、執行、實施計劃  

C 6、檢查計劃執行結果 排列圖、直方圖、控製圖 

A 

7、總結成功經驗，制定相應標準 
制定或修改工作規程、檢查規程及

其它有關規章制度 

8、把未解決或新出現的問題轉入下

一個 PDCA 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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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1 

 

主題  

簡要說明  

Plan（計畫） Do（執行） 

 

 

 

 

 

 

Action（對策擬定並有改進） Check（分析檢討） 

 

 

 

 

 

 

 

PDCA-2 

 

主題  

簡要說明  

Plan（計畫） Do（執行） 

 

 

 

 

 

 

Action（對策擬定並有改進） Check（分析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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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應具備教學評估分析

學生(員)評核信效度之建立

1

主講者：黃建中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組長
醫策會「輔導教學醫院訓練品質提升計畫」委員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常務理事
南臺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教學評量結果能否反應教學品質？

• 教學評量普遍具有信度但效度有爭議。

• 一個評量工具的好壞取決於其信度、效度、及
評量結果的應用。而具有信度及效度的評量工
具 是否符合使用目的則更是重要的考量。

（Anastasi & Urbina, 1997）

呂文惠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評量適不適當

成效好不好

結果能不能相信

效度的概念-“準不準”的問題
• 就測量程序的角度而言，效度即是研究工具測量所欲
測量內容之能力。

• Smith：效度即可界定為，研究者測量出其所欲測量內
容的程度。

• Kerlinger：效度最常用的定義可縮減為一個問題－我
們正在測量我們所欲測量的嗎？

• Babbie：效度涉及一個實證測量的範圍，其能正確地
反映研究所思考的概念之真實意義。

效度的概念
• 上述定義提出了兩點問題：

– 誰決定該工具可測量其研究計劃所欲測量的內容？

專家

– 如何建立可測量其研究計劃所欲測量的內容之工具？

邏輯及統計證據
• 檢視每一題目相對於研究目的而言，是否適當?

• 以統計程序計算題目與結果變項之相關係數!

效度的類型

• 表面與內容效度

(face and content validity)﹔

• 同時與預測效度

(concurrent and predictive validity)

• 建構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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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與內容效度

• 表面效度：判斷量表中的每一問題或項
目與目的之間邏輯連結之程度。

• 內容效度：評估項目與問題涵蓋所須測
量之議題或態度的所有範圍程度。

• 此類型效度產生之問題：

– 不同的人對於表面與內容效度有不同意見﹔

– 題目反映研究目的的範圍或許會有差異。

內容效度
• 內容效度最適合於成效測驗的效度考驗。

– 因為內容效度可以解答成就測驗效度的基本問題
:

• 測驗是否涵蓋特定的技能與知識的代表性樣本?
• 測驗成績是否不受無關因素的影響?

– 此外，成就測驗具有獨特的教材內容與學習經驗
，測驗內容從中選擇出來，較易從事邏輯的分析
和合理的判斷 。

判斷內容效度的方法

• 如果測驗的題目很能代表教材內容的樣
本，及所預期的行為改變，而沒有其他
無關因素(如閱讀能力或指導語不清楚)的
影響，則表示測驗有良好的內容效度。

• 所以又稱合理或邏輯的效度 。

表面效度

• 表面效度缺乏系統的邏輯分析，他只是指測
驗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好像測量甚麼東西，而
不是指測驗事實上能測量到甚麼東西。

• 一般而言，具有內容效度的測驗，通常也具
有表面效度，反之卻不盡然。

• 但表面效度對一個測驗來說，仍然是很重要
的，因為具有表面效度，可使受試者感到親
切感，並願意合作。

同時與預測效度

• 預測效度：以研究工具得以預測其結果
之程度作為判斷。

• 同時效度：將研究工具與另一項同時進
行之評量加以比較，視該工具效果如何
作為判斷。

• Burns：『通常可以該預測狀態與其評判
標準間之相關係數的方式，呈現其預測
效度。而此係數稱為效度係數。』

同時效度
• 指測驗分數與實施測驗同一個時間所取得
的效標之間的相關，旨在使用測驗分數估
計個人在效標方面的目前實際表現。

• 易於取得，故較易於考驗。此種效度可用
來取代收集資料的複雜方法。

• 例如大學入學考試可以用中學成績作效標
。同時效度常用的效標是在校的學業成績
、教師的等級評定、臨床檢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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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效度

• 預測效度的效標資料需要過一段時間才可搜集
到。此種效度對人員的選拔和安置工作非常重
要。常用的效標是專業訓練的成績、實際工作
的表現等。

• 對受試者將來的行為表現，作長期繼續的觀察
、考核和記錄，然後以累積所得的實際資料與
當初的測驗分數做相關分析，據以衡量測驗結
果對將來成就的預測效力

建構效度
• 建構效度最關心的問題是：測量工具（量表）實際測
量的是哪些特征？在評價建構效度時，調研人員要試
圖解釋“量表為什麼有效” 。

• 建構效度：基於統計程序建立每一構成概念對所觀察
現象的總變異量之體現程度。

– 例：『瞭解組織中員工對其工作之滿意程度』

– 你認為地位、工作性質與報酬，為影響工作滿意度的三項主
要因素

– 觀察

• 缺點：研究者必須瞭解所需運用的統計程序。

信度的概念-每次都準?

• 研究工具具有一致性與穩定性的程度。

• Moser & Kalton：『一份量表或測驗具
有信度，是指其在不變的條件下，重複
施以相同的測量，而能獲致相同的結果
。』

• 可以下列兩方面來看信度的概念：
– 一項工具的可靠度如何？(穩定)

– 其不可靠的程度又如何？(不穩定)

評估工具的信度

• 100%的正確性、穩定性?

•不可能?
• Why?

DOPS

OSCE

• mini-
CEX

CbD

筆試

口試....

?

360度
• Objective assessment(初階教師)    

只有單一正確答案。

例：是非題、選擇題、配對題、checklist

• Subjective assessment(進階教師)
超過一個正確答案，或有超過一種表達正確答案的方
式。

例：簡答題、申論題、CbD、Mini-CEX、DOPS …….

Objective Objective vsvs SubjectiveSu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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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Summative assessment：通常在教育訓練結束時舉行，
通常會幫學生打分數

可視為：assessment of learning
例如：期末考試

(初階教師)
� Formative assessment：通常在教育訓練進行期間舉行，

並對受訓者作出回饋，以改善往後的學習

也稱：educative assessment、diagnostic assessment
可視為：assessment for learning
(進階教師)

Formative and SummativeFormative and Summative

SPSS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 評估題目的可信程度

– 每個題目之一致性或關聯性

– 若題目和題目之間的關連性很低, 其測量出的結果
自然也就無法一致性, 評量表就不具reliability
。

• Cronbach’s α 係數應大於0.7

評量表信度分析 - Cronbach’s α 係數

SPSS - Cronbach’s α係數

修正的項目總相關不能為負
值，且應大於0.3

若<0.3，表示該項次之內容與整體關
聯性差異較大，可進行修正。

因素分析
• 當變數之間的相關太高或太低時，都不適合作因素分析，我們一般都會使

用KMO和Bartlett’s 球形檢定來判定是否作因素分析。KMO的全名是 Kaiser-

Meyer-Olkin，KMO是使用淨相關 (partial correlation) 矩陣來計算，

Kaiser (1974) 提出了KMO抽樣適配度的判定準則如下：

• Bartlett’s球形檢定是使用相關係數來計算，在一般的情形下，相關矩陣

的值必須明顯地大於0，我們使用spss軟體時可以查看Bartlett’s球形檢定 的

顯著性，作為判定是否適合作因素因分的檢定之一項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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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問卷分析
• 凱莎的MSA檢定：KMO指標值為0.951＞0.8，表示變數資料非

常適合做因素分析，Bartlett球形檢定：其顯著性P值＜0.01，代
表非常顯著，亦表示變數資料非常適合做因素分析，整體問卷
可解釋變異量為65.371%，信度(Cronbach‘s α )0.912 。

實習成效、評估機制、教學品質、核心課程
(學校教育)四者間之關聯性

• 透過迴歸分析，了解到

1.實習成效、核心課程、教學品質對

【評估機制】有極顯著影響。

2.評估機制、教學品質對【實習成效】有極顯
著影響。

3.實習成效、評估機制對【教學品質】有極顯
著影響。

4. 評估機制對【核心課程】有極顯著影響。

。

依變項= 實習成效 未標準化係數之
β之估計值

標準化係數之
Beta分配 t 顯著性

常數 3.936E-16 0.000 1.000

教學品質 0.608 0.000 19.460 0.000

核心課程 0.010 1.000 0.390 0.697

評估機制 0.252 0.608 7.998 0.000

依變項= 評估機制 未標準化係數之
β之估計值

標準化係數之
Beta分配 t 顯著性

常數 1.062E-16 0.000 1.000

實習成效 0.357 0.357 7.998 0.000

教學品質 0.346 0.346 7.727 0.000

核心課程 0.104 0.104 3.583 0.000

依變項= 教學品質 未標準化係數之
β之估計值

標準化係數之
Beta分配 t 顯著性

常數 -5.180E-16 0.000 1.000

實習成效 0.608 0.608 19.460 0.000

評估機制 0.244 0.244 7.727 0.000

核心課程 0.034 0.034 1.359 0.175

評核構面

DOPS
評核構面

• 知識
• 技能
• 態度

1.病人資料核對
2.申請單各項資料核對

3.同意書之確認
4.確認影像檢查藥物
5.病人安全
6.應對溝通能力及隱私維護

7.適當的檢查前準備
8.檢查技術及儀器操作能力

9.影像傳輸與品保
10.環境與設施安全之維護

成對樣本t檢定
(Paired Sample t test)

• Paired Sample t-test：比較 1兩組成對樣本或 2
單一樣本重複量測的平均值是否有差異。

1.成對樣本：分析一群夫妻之中，夫與妻分別
的年收入多寡是否有差異。

2.重複量測：分析參加減肥試驗的一群人，參加試驗
前與規律運動3個月後的體重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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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DOPS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之T檢定
項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項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總成績
後測總成績

5.60(±2.086)***
8.47(±0.905)***

第六項
前測-應對溝通能力及隱私維護
後測-應對溝通能力及隱私維護

5.67(±2.217)***
8.28(±1.322)***

第一項
前測-病人資料核對
後測-病人資料核對

6.40(±2.148)***
8.76(±0.995)***

第七項
前測-適當的檢查前準備
後測-適當的檢查前準備

5.33(±2.394)***
8.38(±1.062)***

第二項
前測-申請單各項資料核對
後測-申請單各項資料核對

5.98(±2.189)***
8.65(±0.983)***

第八項
前測-檢查技術及儀器操作能力
後測-檢查技術及儀器操作能力

4.88(±2.402)***
8.27(±1.205)***

第三項
前測-同意書之確認
後測-同意書之確認

5.57(±2.296)***
8.49(±1.167)***

第九項
前測-影像傳輸與品保
後測-影像傳輸與品保

5.01(±2.424)***
8.29(±1.131)***

第四項
前測-確認影像與檢查藥物
後測-確認影像與檢查藥物

5.08(±2.261)***
8.13(±1.138)***

第十項
前測-環境與設施安全之維護
後測-環境與設施安全之維護

5.81(±2.400)***
8.52(±1.043)***

第五項
前測-病人安全
後測-病人安全

5.82(±2.332)***
8.57(±1.066)*** *p<0.05，**p<0.01，***p<0.00132

mini-CEX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之T檢定

33

項 目 平均數（標準差） 項 目 平均數（標準差）

前測總成績

後測總成績

4.94(±2.088)***
8.09(±0.954)***

第四項

前測-臨床判斷

後測-臨床判斷

4.48(±2.352)***
8.30(±1.076)***

第一項

前測-醫療面談

後測-醫療面談

5.31(±2.125)***
8.10(±1.478)***

第五項

前測-諮商衛教

後測-諮商衛教

4.78(±2.332)***
8.18(±1.303)***

第二項

前測-身體檢查

後測-身體檢查

5.04(±2.271)***
8.30(±1.076)***

第六項

前測-組織效能

後測-組織效能

4.72(±2.312)***
8.01(±1.110)***

第三項

前測-人道專業

後測-人道專業

5.56(±2.243)***
7.69(±1.120)***

第七項

前測-整體適任

後測-整體適任

4.54(±2.354)***
8.10(±1.110)***

*p<0.05，**p<0.01，***p<0.001

教師評估一致性

35

教師評估一致性流程規畫
一、確認評估項目

確認教師臨床專業，並進行分組

二、方式選定
1.方式一：建議拍攝影片進行評分共識。

(1)拍攝影片：影片內容以醫院常規檢查流程，含病人辨識、檢查前

後作業、醫病溝通、影像品質等醫院標準流程。

(2)教師先進行影片觀看並進行評分。

(3)運用標準差選出≥  +1.0 之評估項目進行討論，亦或使用IRS系統

進行評估，就未達到80%之一致性之項目進行討論。

(4)教師進行二次影片觀看並進行評分。

(5)所有評估項目達成共識，且標準誤差＜+1.0，亦或使用IRS 系統

進行評估，並達80%之一致性。

2.方式二：建議以小組討論進行評分共識。(一致性會議表單)

(1)小組教師召開會議進行各評估項目討論。

三、成效分析

簡易Excel 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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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一致性評估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推廣簡易一致性評估2011

◎一致性評估前測結果：

◎一致性評估後測結果：

37

• 在不同時間，使用同一測量
對同一群樣本施測，再計算
前測與後測間之Pearson相
關係數，若其相關係數高
, 表示該工具有穩定性。

• 此法易受記憶與成長學習因
素影響(即受試者會因為成
長或記憶因素, 在第二次施
測時獲得較高的分數, 使測
量不具有reliability 。

測驗穩定性分析
Test-retest consistency

再測信度

SPSS – Pearson’s 相關係數

1 2

3

結 論

評核工具

的選擇

有效的

評核工具

有效的

結果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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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評鑑指標準備要點說明

主講人:林文斾醫事放射師

106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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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105年決議106年不填質性指標但
量性指標要監測

委員會查閱近幾年成效指標的成
績如果有些指標不理想會問如何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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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評鑑基準第六章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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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

師資培育制度認證辦法

初次認證資格:
至少須 10 小時（或 10 點）「提升教師教學技能」
之培育課程（或活動），可分次且得於 2 年內完成

效期延展規範 :
應規範認證效期屆滿前，須完成之效期延展要件，平
均每年至少包含 4 小時（或 4 點）的「提升教師教
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

可在貴院或全聯會及學會辦的師培課程取得資格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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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學生:1.實習前可以依照實習護照的課程編排
2.各項核心課程的安全防護課程，建議學習中訓
練並留有紀錄(如輻射安全、MRI安全措施、血管
攝影無菌觀念等)

新進學員:1.職前訓練必須包括安全防護措施如:所屬醫院的
E-learning課程及二年期的基礎訓練課程

2.訓練中核心課程應有的安全防護措施如:對比劑
過敏處理方式、放射檢查衛教、MRI安全措施、血
管攝影無菌觀念等

建議:各項檢討會議、正式教學醫院評鑑等技術主管
最好能出席及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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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目前只規定計畫主持人一定要有教師訓練證明
(醫策會核發)

2.臨床教師除教學年資外，務必要完成所屬醫院
師培中心規定的上課時數(完訓)

3.高度建議教師也盡可能取得醫策會師資認證

說明:1.先確認訓練目標為何？
2.依據訓練計畫的評核方法評量
3.運用統計分析，以了解受訓學習學習成效
(盡可能分析知識、技能、態度)

4.擬定輔導機制或辦法(不一定要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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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評鑑順利成功!

106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第108頁，共108頁】



 

 

106 年度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 

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練 

 
 

 

 

 

附件資料 
 

 

 

 

 

 

 

 

 

 

 

 

 

 

 



 

 

 



 醫院評鑑暨教學醫院評鑑「醫事放射」共識(共識日期：101 年 4 月 13 日) 

 

醫院評鑑暨教學醫院評鑑 
「醫事放射」共識 

共識日期：101 年 4月 13 日 

提供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編號 問題(Q) 共識內容(A) 

1 

計畫主持人除了年資
必須符合 5 年以上外，
實習指導教師證明文
件如何認定？         

醫事放射學生、學員的教學訓練計畫主持人資格審定的
文件，是以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的
「醫事放射師臨床指導教師研習營──計畫主持人訓練」
所核發的證明文件為唯一認證文件，有效期為三年。 

２ 

醫事放射學生臨床實
習及教學補助計畫是
否明訂訓練醫事放射
實習學生及新進人員
之醫事放射教師皆需
領有「醫事放射臨床指
導教師證」？ 

1.目前無規範醫事放射教師需取得「醫事放射臨床指導
教師證」。 

2.每位教師需依醫院自訂的師資培育計畫取得師資點
數，可參加醫院自辦師資培育訓練課程，或參加公
會、學會或其他醫院辦理之師資培育課程經醫院認可
者皆可採認。 

３ 

這次的評鑑，醫事放射
實習生計畫書是否要
呈現？ 

1.要呈現。 
2.請參照教學醫院評鑑基準第六章第6.1節實習學生訓
練計畫執行與成果之四項條文評量項目或中華民國醫
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提供實習護照內容撰寫。 

4 

醫事放射學系學生的
學習護照有無規定的
形式？ 

以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制訂的 A4 學生
實習護照為公定的版本，若醫院有其他的紀錄表單，可
以裝定在護照後面或另外製作教學訓練之歷程，但其所
訂教學訓練內容仍需依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所訂的實習護照內容為主，以利評鑑委員查核。

5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科)學生臨床實
習護照」及「行政院衛
生署教學醫院教學補
助計畫──醫事放射師
訓練計畫課程」所規劃
之訓練課程是否皆要
完成？ 

1.申請教學醫院教學補助計畫者需依訓練計畫完成訓
練，若新進醫事放射學員可申請補助費的訓練時程未
超過 21 個月者，則經「學前評估」後，以「進用部
科之業務項目」安排訓練課程，不一定要安排其他三
階段之訓練。 

2.醫事放射實習學生之訓練課程至少需依實習護照規
範安排 26 週的實習教學訓練，其中放射診斷至少 12
週(含超音波)、放射治療至少 4 週、核子醫學至少 4
週。 

6 

醫事放射新進學員非
進用單位之其他部科
的三階段訓練有無一
定形式規定？有規定
要連續一個月嗎？ 

醫事放射新進學員非進用單位之訓練項目，可視作業狀
況採取觀摩或上課方式彈性進行。 
按 98 年教補計畫訪視委員共識營會議時即確認其他部
科三階段的訓練可採彈性分段式訓練，沒規定要連續完
整的一個月訓練，以免影響醫院作業人力。 

7 
新進醫事放射師參加
影像診斷教學課程，可
包括哪些課程？ 

新進醫事放射師參加影像診斷教學課程，例如參加住院
醫院閱片教學、實習醫師影像教學、不良影像分析討
論、臨床影像病例討論會等，不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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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Q) 共識內容(A) 

8 

規模較小或設備不齊
全的醫院不易招訓醫
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實
習學生，可否參與實習
學生的聯合訓練，以達
教學醫院訓練學生之
規範？ 

1.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印實習護照
原已有設計實習教學醫院之訓練可採聯合訓練方式
進行。 

2.目前學生之實習訓練醫院安排都是由學校排定，未來
醫院可與學校討論聯合訓練之方式。 

3.若採聯合訓練則需有主要訓練醫院、次要訓練醫院，
都需為經評鑑合格的教學醫院，主要訓練醫院需先擬
訂教學訓練計畫書(含聯合訓練計畫課程項目)，經學
校及次要訓練醫院之認可，以及實習學生之同意，方
可安排聯合訓練。 

9 

沒有收實習學生及學
員如何因應評鑑的準
備？ 

1. 評鑑基準 6.1 項實習生與 6.2 項新進學員是綁在一
起受評，申請教學醫院評鑑者，如果評鑑前三年沒有
實習學生，僅有新進學員，則 6.1 項僅評 6.1.1 訓練
計畫，6.2 四項都需受評；反之若僅有實習學生，則
基準 6.1 四項都需受評，學員部份僅評 6.2.1。 

2.經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職類，於評鑑合格有效期間內
至少應受訓一名新進學員或一名實習生，未實際執行
訓練計畫者，下次評鑑不得申請該職類之評鑑。 

10 

教學時段如何區分比
較適合？ 

1.教學時段區分為課堂教學及臨床實務教學，有課堂教
學時程表，並安排放射師親自教學。 

2.臨床實務教學時段，建議依各院的工作屬性、設備儀
器特性或學員之能力做適當安排。臨床實務教學教師
於檢查過程中徵得受檢者之同意即可進行線上實務
訓練教學；或隨時利用空檔與機會進行教學。 

11 
請問教學成效之學習
成果如何呈現？ 

依目前實習護照內之教學，教學成效成果如滿意度調
查、測驗成績、案例寫作、口頭報告、書面報告或教學
評估等。 

12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訓練的標準請定義清
楚？ 

1.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係以自己醫院內病人的照護為
案例，由不同職類相關照護的醫事人員共同參與討
論，以提升照護品質與病人安全的議案都可列為跨領
域團隊合作照護的內容項目。 

2.醫事放射師的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若以自己科內的
照護案例呈現，則至少需有放射師、醫師、護理人員
共同針對病人安全照護的案例進行討論。 

3.醫事放射師可參加醫院安排的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的案例討論會、不同職類或與病房單位的實際照護案
例之檢討會等。 

13 

醫院僅收訓二技進修
學生的深耕實習，是否
可列入教學醫院評鑑
6.1 實習學生的訓練？ 

1.若醫院有接受深耕實習者，則需有完善的教學訓練計
畫，並落實教學、評核、回饋等機制，則深耕實習可
列入教學醫院評鑑 6.1 基準項目。 

2.若醫院未落實評核、回饋等機制，則仍以評訂 6.1.1
之訓練計畫為主。 

3.二技學生之實習自 100 年度起停止，故未來評鑑不會
有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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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Q) 共識內容(A) 

14 

教學評鑑條文6.1.4評
量項目中醫院與學校
定期召開實習學生檢
討會議之方式是否有
規定？ 

1.目前沒有規定學校與醫院召開的檢討會議形式，可採
座談會、視訊或電子信箱等方式討論。惟需有雙方提
案討論，如醫院的教學訓練或學生的權益、實習改善
事項，或是學校教學等相關議題，討論後經雙方確認
並簽名。 

2.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每年舉辦學校
與教學醫院教學主管之聯席會議，如「醫學影像暨放射
科學系(科)學生臨床實習護照暨行政院衛生署教學醫院教
學費用補助計畫實施說明及綜合討論會議」或「全國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與教學醫院醫事放射主管交
流會議」之共識，可做為學校與醫院之「實習座談檢
討會議」之內容，惟該醫院需有派放射師參加。 

15 

教學評鑑條文6.1.2適
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
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應如何實行？ 

1.各教學醫院以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編印之學生實習護照內容做為醫事放射實習學生之
教學規劃依據。 

2.各教學醫院於教學過程中需適時予以醫事放射實習
學生測驗或評核，並可依測驗或評核之結果做為實習
學生實習時數之調整。 

16 

學生實習時應投保意
外傷害保險至少100萬
應由學校或教學醫院
負責？ 

學生實習時應投保意外傷害保險至少 100 萬元，投保單
由學校或實習醫院負責，並請學校將學生已投保意外傷
害保險之細項註記於實習合約，同時提供保單影本予各
教學醫院。 

17 

評鑑師生比的教學教
師人數係以全院放射
師或放射線三部科放
射師的人數? 

醫事放射學生實習及新進醫事放射師訓練計畫都是包
括全院醫事放射業務相關部科，因此教學教師人數係以
全院符合教師資格的放射師人數；而醫院評鑑放射師人
力係以放射線三部科放射師的人數為準。 

18 

醫事放射師發表論文
之期刊是否需符合「教
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
刊認定標準」？ 

醫事放射師發表論文之期刊不須符合「教學醫院評鑑學

術性期刊認定標準」，此項規範僅適用醫師。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 
第4 章4.3.3 其他醫事人員研究執行與成果良好： 
1.醫院於「第6 章 其他醫事人員之訓練與成果」中所
自選受評之各職類（含實習學生及新進醫事人員），
其該等職類之研究成果不得免評。 

2.第1 項之「論文」包含發表於經同儕審查（peer 
review）之學術性期刊之論文、於國內外研討會或相
關學術性會議發表之口頭報告或壁報。所稱「國內外
研討會或相關學術性會議」，其活動性質符合研討會
或學術性可屬之，惟醫院自行舉辦之活動或其學校自
行舉辦、或同體系醫院聯合舉辦者不列計。 

3.發表論文者指第一作者（first author）、通訊作者
（correspondence author）或相同貢獻作者（author of 
equal contribution），但每篇論文僅能計算1 位。 

4.採計「相同貢獻作者」者，須提出論文中註明相同貢
獻作者記載之該頁期刊影本備查。 

5.同一醫事人員無論發表論文篇數多寡，均以1 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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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福利部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二年期醫事放射師（士）訓練課程指引 

 

一、 本訓練課程供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之醫院，規劃受訓醫事放射師（士）

訓練課程使用。 

二、 訓練目的 

(一) 透過基礎課程訓練學習，培養新進醫事放射師了解與應用「基本專業知

識」、「放射儀器設備」、「臨床專業」之能力。 

(二) 藉由各項實務操作訓練，培養新進醫事放射師正確使用影像檢查參數或放

射治療技術、操作設備儀器，以提高影像品質或治療成效，並降低病人的

醫療輻射曝露劑量。 

(三) 培養新進醫事放射師建立以「病人為中心」和「全人照護」的臨床技能及

工作態度。 

(四) 培養新進醫事放射師參與跨領域團隊合作，提升共同照護的能力。 

 

三、 訓練安排 

(一) 本訓練共分二階段，訓練項目分為必訓項目及選訓項目，並以學習者為中

心予以安排或依院方訓練計畫安排，如下： 

1. 基礎課程階段：每項至少 2 小時，二年至少須達 25 小時，詳見四、訓練

課程內容，第一階段：基礎課程階段。 

2. 核心課程階段：依受訓人員進用單位分別劃分成 4 部（科）之訓練課程，

每一部（科）之訓練時間，合計皆為 24 個月，訓練期程如下，其中所提

A.放射線診斷部（科）、B.放射線治療部（科）及 C.核子醫學部（科）之

訓練課程內容詳見四、訓練課程內容，第二階段：核心課程階段。 

(1) 進用單位為放射線診斷部（科）者，訓練課程如下： 

A.放射線診斷部（科）訓練課程為期23個月，其中（一）～（七）

項之必訓項目皆須訓練，訓練時間為22個月，另（一）～（七）之

選訓項目，則至少選訓1項，訓練時間為1個月。單位內無超音波設

備則安排於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像等部（科）訓練課程中，訓練時

間至少2週。 

非進用單位之訓練時間為期1個月，訓練項目合計3項，訓練課程如下： 
i. 放射線治療訓練課程、核子醫學訓練課程、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

像訓練項目至少2項，訓練時間共2週。 
ii. 超音波訓練（心臟超音波、婦科超音波、胎兒超音波、神經血管

超音波）至少訓練1項，訓練時間至少2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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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用單位為放射線治療部（科）者，訓練課程如下： 

B.放射線治療部（科）訓練課程為期23個月，其中（一）～（六）

項之必訓項目皆須訓練，訓練時間為22個月，另（一）～（六）之

選訓項目，則至少選訓1項，訓練時間為1個月。 

非進用單位之訓練時間為期1個月，訓練項目合計3項，訓練課程如下： 

i. 放射線診斷訓練課程、核子醫學訓練課程、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

像訓練項目至少2項，訓練時間共2週。 

ii. 超音波訓練（心臟超音波、婦科超音波、胎兒超音波、神經血管

超音波）至少訓練1項，訓練時間至少2週。 

(3) 進用單位為核子醫學部（科）者，訓練課程如下： 

C.核子醫學部（科）訓練課程為期23個月，其中（一）～（六）項

之必訓項目皆須訓練，訓練時間為22個月，另（一）～（六）之選

訓項目，則至少選訓1項，訓練時間為1個月。 

非進用單位之訓練時間為期1個月，訓練項目合計3項，訓練課程如下： 

i. 放射線診斷訓練課程、放射線治療訓練課程、其他放射線或醫學

影像訓練項目至少2項，訓練時間共2週。 

ii. 超音波訓練（心臟超音波、婦科超音波、胎兒超音波、神經血管

超音波）至少訓練1項，訓練時間至少2週。 

(4) D.進用單位為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像等部（科）者 

依所屬部（科）業務自行規劃擬訂訓練課程為期23個月，訓練計畫

應含訓練項目、達成目標、訓練內容、訓練時間、訓練方式及評核

標準，若未提送訓練計畫之部（科）不能申請教學費用補助。 

非進用單位之訓練時間為期1個月，訓練項目合計3項，訓練課程如下： 

i. 放射線診斷訓練課程、放射線治療訓練課程、核子醫學部訓練

課程訓練項目至少2項，訓練時間共2週。 

ii. 超音波訓練（心臟超音波、婦科超音波、胎兒超音波、神經血管

超音波）至少訓練1項，訓練時間至少2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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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屬進用單位本部（科）訓練課程，其訓練方式採實務操作訓練，其他非屬

進用單位部（科）之訓練課程，考量病人安全與影像品質，訓練方式可採

實務操作或觀摩學習訓練。 

(三) 屬進用單位本部（科）之實務操作訓練項目為「選訓」時，若醫院有該項

目之儀器設備仍須完訓，無該項儀器設備則可免訓。 

(四) 若進用單位無必訓項目之儀器設備或訓練課程項目，則需採聯合訓練機制。 

(五) 除進用單位之訓練項目外，其他非屬進用單位部（科）之訓練課程，可採

非連續性彈性安排訓練。 

(六) 訓練期間須參與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之影像閱片診斷教學或臨床科際間影

像病例討論會。 

(七) 訓練期間操作各項放射性物質設備及執行攝影檢查與治療時，都須兼顧輻

射品質與病人安全。 

(八) 訓練期間需安排參與跨領域的團隊合作照護，如加護中心、病安會議、病

人運送、跨部科醫事人員會議、聯合病歷討論會、有關病人安全照護之會

議（如同部科不同類醫事人員共同照護病人之議題）等。 

(九) 所列之訓練項目皆為醫事放射師法第 12 條醫事放射師之業務範疇，考量各

醫院設備之差異，部分項目列為選訓之項目。 

(十) 影像設備儀器品保依輻射醫療曝露品質保證標準公告實施項目執行。 

(十一) 完成每階段訓練舉行綜合測驗或考核，應有訓練記錄備查；測驗或考核

成績不理想者，須個別加強輔導，輔導後再予測驗。 

(十二) 訓練時間未足 23 個月者，以進用單位本部（科）之訓練課程為主。 

(十三) 工作時間與訓練時間需予以適當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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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內容 

(一) 基礎課程階段 

達成

目標 

瞭解執業中自身與病人的安全防護及醫病關係。 

訓練

內容 

1. 醫事放射相關法規。 

2. 注射對比劑作業流程。 

3. 數位影像儲傳系統。 

4. 影像處理與品質分析。 

5. 輻射防護與輻射安全。 

6. 安全檢查作業流程。 

7. 感染管控與垃圾分類。 

8. 專業倫理與醫療品質。 

9. 醫病關係與溝通技巧。 

10. 基本救命術（BLS）或高級救命術（ACLS）。 

11. 病人安全（含病人辨識、預防跌倒、管路認識、注射幫浦與照護等）。

訓練

時間 

上述 1～11 項每項至少 2 小時，二年至少須達 25 小時。 

訓練

方式 

課程講授、小組討論或實務操作。 

評核

標準 

參加、測驗或醫院自訂評核標準（方法）。 

備註 上述課程可參加院內辦理或院外機構團體（含公會、學會）舉辦之課程，

並取得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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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心課程階段 

A.放射線診斷部（科）訓練課程  

1. 一般診斷攝影 

達成目標 能獨立操作一般診斷攝影檢查與影像品質分析。 

訓練內容 1.頭頸部攝影 必訓 

2.胸腹部攝影 必訓 

3.脊椎攝影 必訓 

4.四肢攝影 必訓 

5.乳房攝影（限女性放射師） 必訓 

6.骨質密度測量 必訓 

7.牙科攝影 選訓 

8.病房床邊攝影 必訓 

9.一般 X 光素片影像之診斷 必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攝影檢查技術實務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3. 影像品質評核。 

備註 依醫師會檢單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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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殊攝影或介入性診療攝影 

達成目標 熟悉特殊攝影或介入性診療攝影作業及影像品質分析能力。 

訓練內容 1.消化系統透視攝影 必訓 

2.泌尿系統透視攝影 必訓 

3.生殖系統透視攝影 必訓 

4.體外震波碎石術 選訓 

5.特殊攝影影像之診斷 必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2. 影像品質評核。 

備註 介入性檢查配合醫師執行。 

 

3. 血管攝影 

達成目標 熟悉血管攝影作業及影像品質分析。 

訓練內容 1.神經系統血管攝影 選訓 

2.非神經系統血管攝影 必訓 

3.心臟及冠狀動脈血管攝影 選訓 

4.血管攝影影像之診斷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2. 影像品質評核。 

備註 介入性檢查配合醫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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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超音波造影 

達成目標 獨立操作一般超音波造影檢查與具影像品質分析。 

訓練內容 1.一般科超音波 必訓 

2.乳房超音波（限女性放射師） 必訓 

3.婦產科超音波（限女性放射師） 選訓 

4.心臟超音波 選訓 

5.神經血管超音波 選訓 

6.超音波影像之診斷 必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檢查技術實務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3. 影像品質評核。 

備註 1. 屬介入性檢查配合醫師執行。 
2. 單位內無超音波設備則依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像等部（科）安排訓

練，不得低於 2 週。 

 

5. 電腦斷層造影 

達成目標 熟悉電腦斷層造影檢查技術與影像品質分析。 

訓練內容 1.頭頸部造影 必訓 

2.胸部造影 必訓 

3.腹部造影 必訓 

4.脊椎造影 必訓 

5.骨盆及四肢造影 必訓 

6.心臟冠狀動脈造影 選訓 

7.電腦斷層影像之診斷 必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檢查技術實務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3. 影像品質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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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磁振造影 

達成目標 熟悉磁振造影檢查技術與影像品質分析。 

訓練內容 1.頭頸部造影 必訓 

2.胸部造影 必訓 

3.腹部造影 必訓 

4.脊椎造影 必訓 

5.骨盆及四肢造影 必訓 

6.磁振造影之影像診斷 必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檢查技術實務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3. 影像品質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7. 放射醫學影像及儀器品保 

達成目標 具備影像處理、分析與儲傳作業及檢查儀器品保能力。 

訓練內容 1.醫學影像之處理、分析及品保 必訓 

2.醫學影像儲傳系統 必訓 

3.影像設備儀器品保 必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檢查技術實務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3. 影像品質評核。 

備註 1. 配合醫師執行影像處理。 

2. 設備儀器品保依法規定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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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放射線治療部（科）訓練課程 

1. 放射治療技術 

達成目標 熟悉放射治療技術與癌症病患之照護。 

訓練內容 1.遠隔治療技術 必訓 

2.近接治療技術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治療技術操作評核。 

2.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2. 模擬攝影或電腦斷層模擬攝影 

達成目標 熟悉模擬攝影技術。 

訓練內容 1.電腦斷層模擬攝影 必訓 

2.一般模擬攝影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模擬攝影技術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3. 模具製作或鉛合金擋塊 

達成目標 熟悉模具製作技術。 

訓練內容 1.模具 必訓 

2.鉛合金擋塊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模具製作成效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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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腦治療計畫系統或劑量計算 

達成目標 熟悉放射治療計畫或劑量計算。 

訓練內容 1.劑量計算 必訓 

2.電腦治療計畫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劑量計算或治療計畫原理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5. 放射治療品保 

達成目標 熟悉放射治療品保作業。 

訓練內容 放射治療品保 必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放射治療品保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依法規定執行。 

 

6. 特殊放射治療技術 

達成目標 熟悉特殊放射治療技術。 

訓練內容 1.強度調控放射治療 必訓 

2.立體定位治療 選訓 

3.影像導引放射治療 選訓 

4.全身性放射治療 選訓 

5.多模式放射治療 選訓 

6.其他特殊放射治療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治療技術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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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核子醫學部（科）訓練課程 

1. 核醫診斷造影技術、影像分析處理與品保 

達成目標 熟悉核醫診斷造影技術。 

訓練內容 1.正子造影／X 光電腦斷層（PET-CT） 選訓 

2.骨骼肌肉系統 必訓 

3.心臟血管系統 必訓 

4.消化系統 必訓 

5.泌尿系統 必訓 

6.呼吸循環系統 必訓 

7.內分泌系統 必訓 

8.神經系統 必訓 

9.腫瘤發炎 必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造影技術實務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3. 造影影像分析處理操作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2. 核醫藥物與品保 

達成目標 熟悉核醫藥物作業與品保。 

訓練內容 1.核醫藥物 必訓 

2.核醫藥物品保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核醫藥物品保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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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體內分析檢查或放射免疫分析技術與品保 

達成目標 熟悉體內分析檢查及放射免疫分析技術與品保。 

訓練內容 體內分析檢查及放射免疫分析技術與品保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體內分析檢查及放射免疫分析技術與品保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4. 數位影像儲傳系統 

達成目標 具備影像處理、分析及儲傳作業能力。 

訓練內容 數位影像儲傳系統 必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數位影像儲傳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5. 放射性核醫治療技術 

達成目標 熟悉核醫治療技術。 

訓練內容 放射性核醫治療技術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放射性核醫治療技術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6. 特殊核醫診斷技術 

達成目標 熟悉特殊核醫診斷技術 

訓練內容 特殊核醫診斷技術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造影技術實務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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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教學醫院評鑑 

基準及評量項目 
(草案)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量項目（不含第 5 章）-106.03 
※所列內容不含第 5 章(實習醫學生及醫師之訓練與成果)，並僅供各

界參考；版本若有更新，請依據衛生福利部公告以及本年度評鑑委

員行前會議及共識會議所確認之內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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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凡 例 

一、 本基準內容之編排，區分為章、節、條、項、款等五個層級，共計有 6

章、207 條。引用條文規定時，可略去章名與節名。 

二、 本基準之條文有下列分類方式： 

1. 依醫院可否選擇免評該條文，可區分為「不可免評之條文」與「可免

評之條文（not applicable）」。後者於條號前註記「可」字。 

2.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以「符合、部分符合、不符合」等級評量者及以

「符合、不符合」評量者二類，前者共計 195 條，後者有 12 條。後

者於條號前註記「合」字。 

3. 「必要條文」，係規範住院醫師值勤時數（基準 1.6.1），於條號前以

「必」字註記，亦屬「可免評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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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附表、教學醫院評鑑基準條文分類統計表 

章 條數

可免評

條文之

條數 

符合/不符

合條文之

條數 

必要條

文之條

數 
可 合 必 

一 教學資源與管理 18 6 7 1 

二 師資培育 4 0 3 0 

三 跨領域教學與學術交流 3 0 0 0 

四 教學與研究成果 7 2 2 0 

五 實習醫學生及醫師之訓練與成果 63 63 0 0 

六 
其他醫事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

練與成果 
112 112 0 0 

總計 207 183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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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量項目 
第一章 教學資源與管理 

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1.1 教學及研究設備 
【重點說明】 
教學及研究設備為教學醫院必備的基本條件之一，評鑑除查核設備數量與規格外，更著重於了解該

設備是否充分發揮功能。 

合 
1.1.1 

擔任教學任

務之人員有

專用辦公空

間 

目的： 
提供教學任務人員專用辦公空間，以確保教學人員便於處理教學事務。 

評量項目： 
設置與臨床業務有適當區隔之辦公空間及設備，供擔任教學任務之人員

使用（不限個別或共同使用）。 
[註] 

1.所稱「人員」，係指執登於醫院且負有教學任務人員，或學校所聘之教

師（如護理職類等），須提供專用辦公空間（不限個別或共同使用）。

2.教學行政人員辦公室（如：教學研究部），非屬本條文適用之範圍。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實地察看各申請職類擔任教學任務人員之辦公空間，確認教學空間與臨

床業務不會相互影響。 
2.詢問各申請職類教學任務人員辦公空間使用狀況。 

建議佐證資料： 
各申請職類擔任教學任務人員之辦公空間數。 

合 
1.1.2 

教室、討論

室或會議室

數量充足，

且具教學功

能 

目的： 
設置足供使用的教學空間及設備，以利教學活動安排。 

評量項目： 
1.設置教室、討論室或會議室，並配備教學所需之資訊化設備，足供教學

活動使用。 
2.教室、討論室或會議室，在適當的網路安全管控下，可連結院內已有之

資訊系統，以進行資料查詢及影像瀏覽等。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詢問醫院同仁安排教學活動場地之使用情形，瞭解教學活動安排是否常

因場地不足受到限制，若教學活動安排常因場地不足而受到限制，則視

為「不足夠」。 
2.查核會議室借用之方便性。  

建議佐證資料： 
1.教室、討論室或會議室之間數、及其管理辦法。 
2.查核各申請職類教學活動項目及頻次，瞭解教室、討論室或會議室之使

用情形或借用登記紀錄。 

1.1.3 
醫院應設置

網路教學平

台 

目的： 
設置網路教學平台，作為受訓學員便於學習之管道，以達多元學習。 

評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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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1.具有網路教學平台，提供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不受時間和空間限制

的學習環境。 
2.網路教學平台的教材內容應依需要定期更新，且使用情形良好。 
3.定期評估受訓學員對網路教學之反映與學習成效。 

[註] 
1.至少應包含申請受評之職類。 
2.網路教學平台泛指網路教學（即 e-learning）設備。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查核網路教學平台之操作及功能（如：評估測驗功能）。 
2.詢問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對網路教學平台之需求與反映。 
3.詢問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使用網路教學平台之時機及方便性。 

建議佐證資料： 
1.網路教學平台使用量相關統計，如：課程閱覽情形統計、或受訓學員使

用統計。 
2.各申請職類網路教學平台教材內容定期更新情形。 
3.各申請職類受訓學員對網路教學之反映與學習成效評估。 

合 
1.1.4 

醫院應提供

教學教材製

作服務 

目的： 
協助教師教學教材製作及經費補助，以利教師準備教學。 

評量項目： 
1.醫院提供教師教材製作相關服務，並具可近性及時效性。 
2.醫院每年編列經費，補助醫事人員教材製作，且足供使用。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詢問教學計畫主持人或醫事人員，瞭解院方提供教材製作服務之可近性

及時效性。 
2.各申請職類教材製作補助經費預算編列、實際申請案件數及經費使用情

形。 
建議佐證資料： 

教材製作服務內容、申請辦法及流程、及實際申請情形。 

1.1.5 
應設置適當

空間及設備

供研究之用 

目的： 
設置足供研究所需的研究空間及設備，以利相關人員發展研究。 

評量項目： 
1.依據醫院之功能屬性及研究目標，院內設置有專用之空間作為研究之用

（不限個別或共同使用）。 
2.研究空間及設備足供相關人員研究所需之使用，且使用情形良好。 
3.院內應提供醫事人員統計分析之諮詢服務或協助。 

[註] 
1.研究空間係依醫院研究發展與目標，以院層級設置。 
2.研究空間包含實驗室或研究室等，惟研究室須有研究產出方可認定。教

師專用辦公空間得同時兼作研究空間，惟醫院應提供研究所需之相關設

備。 
3.研究空間不應與他院或學校共同使用，應設置專用之空間作為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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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用；學校附設醫院與學校共用部份研究室則視個別情況判定。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實地察看研究空間及設備、及研究產出。 
2.詢問相關人員，瞭解研究空間及設備是否足供使用。 

建議佐證資料： 
1.研究室管理辦法。 
2.使用研究室的相關人員（含職類別）及相關研究產出。 

1.2 圖書、文獻資料查閱機制 
【重點說明】 
1.醫院應編列適當預算購置必要的圖書、期刊、電子資源，並應妥善保存與管理。 
2.醫院應提供便於查詢及獲取文獻之管道，以利使用。 
[註] 
1.若本分院（院區）合併評鑑者，得僅設於其中一處主要圖書館進行評鑑。 
2.若學校附設醫院之圖書館設於學校內，而非設於醫院內時： 

(1)應開放醫院人員使用。 
(2)圖書館購置圖書時，應參考醫院醫事人員之需求。 

合 
1.2.1 

購置必須的

圖書及期刊 

目的： 
定期更新圖書及期刊資源，以符合各職類教學及研究之所需。 

評量項目： 
1.醫院應參考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需求購置教學與研究必要之圖書及

期刊（紙本、電子期刊或資料庫均可）。 
2.購置包含醫學、人文、倫理、法律、品質、病人健康教育等領域之書

刊。 
3.新購入之圖書、期刊應製作清單，並定期公告（網路或電子郵件均

可）。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詢問圖書管理人員購置各申請職類圖書需求調查、採購流程、續訂與否

機制。 
2.詢問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是否瞭解醫院公告新購入圖書期刊之管

道。 
建議佐證資料： 

1.圖書及期刊管理規則、採購辦法。 
2.各申請職類圖書及期刊資源清單。 
3.各申請職類圖書及期刊之新購入情形，及公告形式。 

1.2.2 
適當的文獻

檢索與圖書

利用機制 

目的： 
提供文獻檢索功能及館際合作服務，以提升醫事人員使用圖書資源之便

利性。 
評量項目： 

1.醫院應就院內圖書資料提供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上網查詢服務。 
2.上述文獻查詢功能可提供上班時間外使用。 
3.醫院應提供館際合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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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4.圖書管理人員應分析圖書、期刊之利用情形，作為續訂或宣傳之參考。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詢問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文獻檢索之方便性。 
2.請現場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直接操作以瞭解其熟練度、及抽查是否

可下載全文文獻。 
3.詢問圖書管理人員文獻檢索與圖書之利用情形；考量部份醫院文獻檢索

可無須帳密即可登入，故圖書期刊利用分析的「對象分類」由醫院自行

定義，得無須細分到各職類之分析。 
建議佐證資料： 

1.圖書、期刊借閱辦法、及館際合作服務。 
2.圖書、期刊或電子文獻檢索之使用情形（如：電子期刊使用下載次

數）。 
1.3 臨床訓練環境 
【重點說明】 
醫院應提供良好訓練環境，訓練過程中並應確保病人安全與隱私。 

可 
1.3.1 

提供良好的

門診訓練場

所  

目的： 
提供合適的門診訓練場所，以確保兼顧學習及病人安全隱私。 

評量項目： 
1.依醫院特性及訓練計畫需要，提供合適的門診訓練場所，並兼顧學習便

利性、醫療品質及病人安全與隱私。 
2.進行門診教學之診間（含教學門診），應有明顯標示。 
3.進行門診教學時，應告知並徵得病人同意並遵守衛生福利部公告之醫療

機構醫療隱私維護規範。 
[註] 

1.若本分院（院區）合併評鑑者，得以其僅設置之主要專科進行評鑑。 
2.適用於有申請西醫、牙醫、中醫、營養、臨床心理職類。藥事、職能治

療、物理治療職類則依醫院執行的訓練計畫需要而定。 
3.取得病人同意方式未限定書面，得以任何形式告知並徵得同意。 
4.營養職類：門診應有適當場所、必要教具（如：食物模型或圖鑑、各類

量匙量杯等容器）及設備。臨床心理職類：門診應有適當場所，及兒童

青少年、或成人、或老年之心理衡鑑工具及心理衛教資訊。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實地察看教學門診場所之空間與設備。 
2.詢問教學負責人或受訓人員對門診教學（含教學門診）之訓練內容。 

建議佐證資料： 
1.門診教學訓練計畫。 
2.設有教學門診的科別及教學門診表。 

可 
1.3.2 

提供良好的

急診訓練場

所 

目的： 
提供合適的急診訓練場所，以確保兼顧學習及病人安全隱私。 

評量項目： 
依醫院特性及訓練計畫需要，提供合適的急診訓練場所，並兼顧學習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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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利性、醫療品質及病人安全與隱私。 

[註] 
1.本分院（院區）合併評鑑者，若分院（院區）依醫療機構設置標準不須

設有急診，得僅就一處進行評鑑。 
2.適用於有申請西醫職類。牙醫、藥事、護理職類則依醫院執行的訓練計

畫需要而定。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實地察看急診訓練場所之空間與設備。 
2.詢問教學負責人或受訓人員急診訓練內容。 

建議佐證資料： 
急診教學訓練計畫。 

合 
1.3.3 

提供良好的

住診訓練場

所 

目的： 
提供合適的住診訓練場所，以確保兼顧學習及病人安全隱私。 

評量項目： 
1.依醫院特性及訓練計畫需要，提供合適的住診訓練場所（如：教學病房

或病床），並兼顧學習便利性、醫療品質及病人安全與隱私。 
2.進行住診教學時，應告知並徵得病人同意。 

[註] 
1.適用於有申請西醫、護理、助產、臨床心理職類。牙醫、藥事、物理治

療、職能治療職類則依醫院執行的訓練計畫需要而定。 
2.取得病人同意方式未限定書面，得以任何形式告知並徵得同意。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實地察看住診訓練場所之空間與設備。 
2.詢問教學負責人或受訓人員住診教學之訓練內容。 

建議佐證資料： 
住診教學訓練計畫。 

合可 
1.3.4 

提供醫師及

實習醫學生

（含牙醫、

中醫）學習

或訓練所需

空間及設備 

目的： 
應提供訓練所需的空間及設備，以利教學活動進行。 

評量項目： 
1.依訓練計畫需要，提供訓練教材、教具、設施、設備，供受訓人員使

用。 
2.提供訓練所需之空間。 

[註] 
1.訓練所需之空間及設備，如：值班室、置物櫃、牙科診療椅或訓練期間

使用之辦公桌椅、網路或相關系統使用權限等。 
2.若醫院自行選擇本基準第 5.1 至 5.8 節之任一類（含）以上訓練計畫受

評者，則本條不得免評（not applicable, NA）。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實地察看學習或訓練所需空間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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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1.3.5 

提供其他職

類醫事人員

及實習學生

學習或訓練

所需空間及

設備 

目的： 
應提供訓練所需的空間及設備，以利教學活動進行。 

評量項目： 
1.依訓練計畫需要，提供訓練教材、教具、設施、設備，供受訓人員訓練

使用。 
2.提供訓練所需之空間。 

[註] 
1.訓練所需之空間及設備，如：置物櫃、訓練用儀器、網路或相關系統使

用權限、訓練期間使用之辦公桌椅等。 
2.適用於有申請評鑑之職類。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實地察看學習或訓練所需空間及設備。 

可 
1.3.6 

提供模擬訓

練設施或環

境 

目的： 
提供訓練所需之模擬訓練設施或環境，供受訓學生或學員模擬臨床業務

操作，以確保受訓學生或學員實際臨床業務之醫療品質及病人安全。 
評量項目： 

1.依訓練計畫需要提供適當模擬訓練設施或環境。 
2.定期評估訓練設施之使用情形。 

[註] 
1.若醫院自行選擇本基準第 5.1 至 5.4 節之任一類（含）以上訓練計畫受

評者，則本條不得免評（not applicable, NA）。若醫院自選評量時，所

有申請評鑑之醫事職類應均依各職類訓練計畫所需設置。 
2.若為本分院（院區）合併評鑑者，其模擬訓練設施或環境得僅設於其中

一處。 
3.未規範一定要設置臨床技能訓練中心。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實地察看模擬訓練設施及環境。 
2.詢問模擬訓練設施或環境之管理及借用辦法。 
3.詢問醫院是否依各申請職類訓練計畫所需，提供模擬訓練設施或環境。

建議佐證資料： 
1.模擬訓練設施或環境之管理及借用辦法。 
2.定期評估訓練設施登記使用情形、及相關人員使用情形（含職類別、人

數/次…等）。 
1.4 行政管理之執行情形 
【重點說明】 
1.醫院應設置統籌教學訓練工作之決策機制，即醫學教育委員會，其組成委員應具各教學領域之代

表性。委員會應指導教學行政單位及各部科執行相關業務，並與各部科維持良好合作關係。 
2.良好的訓練計畫、師資及訓練環境有賴行政管理系統的支援，才能發揮最大效用，反之則對教學

形成一種阻礙。故醫院應設置教學行政支援系統，包含人力及資源，以推展教學工作。 

1.4.1 
應設置組織

健全之醫學

教育委員會

目的： 
醫學教育委員會統籌各部科教學訓練之決策機制，並監督指導，以達有

效推展全院性教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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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 醫 教

會），且其

功能及運作

良好 

評量項目： 
1.醫教會應設置主任委員 1 名，由現任副院長以上層級人員擔任，且申請

醫學中心評鑑者須具部定副教授以上資格，申請區域醫院評鑑者須具部

定助理教授以上資格。委員包括各臨床部科及醫事教學負責人若干名、

住院醫師代表至少 2 名（新申請評鑑或僅聘用 1 位住院醫師之醫院不在

此限）。若醫院有全年度實習之學生訓練，則至少應有 1 名學生代表為

委員。 
2.訂有醫教會與各教學單位之架構及職掌，以協助執行教學工作。 
3.醫教會、教學行政單位、各部科及醫事教學負責人應與受訓人員溝通良

好。 
4.醫教會定期（每年 2 次以上）檢討醫事人員教育工作，提供改善意見，

並決議可執行方案。 
[註] 

1.住院醫師全程委託他院代訓者，則視同未有收訓住院醫師。 
2.醫教會人數多寡由醫院自行規劃，以能達到醫教會實質目的為安排原

則。 
3.未規範所有申請評鑑的職類皆須擔任委員，惟申請評鑑之職類的教學負

責人須瞭解醫教會傳達之相關資訊。 
4.若醫院有全年度實習之學生，無須每個職類學生皆安排擔任委員，惟至

少應有 1 名學生代表為委員。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詢問醫教會、教學行政單位、各部科或醫事教學負責人，瞭解其組織編

制、行政執掌與運作情形。 
2.詢問醫教會如何傳達相關資訊，對各申請職類教學負責人反映意見有無

重視及處理。 
建議佐證資料： 

1.醫教會組織章程、及其行政執掌與功能角色。 
2.醫教會主任委員資格相關證明文件。 
3.醫教會檢討教學訓練及執行情形、及相關會議紀錄。 
4.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教學成效指標：【指標 4-針對計畫執行，進行

檢討與改善】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料。 

1.4.2 
應設置教學

行政單位，

執行良好 

目的： 
教學行政單位統籌全院教學訓練工作，專責協助推動教育訓練之發展，

以達落實臨床教學品質。 
評量項目： 

1.醫院設置統籌全院教學訓練工作之行政單位，統合院內醫事人員及實習

學生教學活動，執行良好。 
2.該行政單位應編列有人員及經費，並定期檢討。 
3.依教學訓練工作需要，於適當之教學訓練單位（如：受訓人員較多之職

類及部科），有專責教學之行政人員辦理相關業務，並輔助臨床教師處

理教學行政工作。 
[註] 
行政人員之教育訓練得由院內其他負責單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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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教學行政單位編制與功能角色、及經費編列檢討。 
2.面談專責教學行政人員，瞭解如何輔助臨床教師處理教學庶務。 

建議佐證資料： 

1.統合教學訓練相關資料，如：跨領域團隊安排等。 
2.專責教學行政人員名單（含職類別）及負責教學行政業務。 
3.教學行政單位編列經費使用情形、檢討相關紀錄。 
4.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教學成效指標：【指標 4-針對計畫執行，進行

檢討與改善】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料。 
1.5 教學、進修及研究經費編列 
【重點說明】 
醫療法第 97 條規定，「教學醫院應按年編列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經費，其所占之比率，不得少於年

度醫療收入總額百分之三」。同時醫院應考量本身條件及其教學、進修及研究三大領域的目標，適

度調整三類間之比重與經費投入之均衡。 

合 
1.5.1 

教學、研究

及進修之經

費應分別編

列，各項費

用應有年度

預算及決算

資料 

目的： 
應按年編列教學、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之經費，並符合政府相關法令之

規定要求。 
評量項目： 

1.教學、研究及進修經費，依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分別編列，各類經費應

清楚可查，並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 
2.領有衛生福利部教學費用補助經費者，應有效運用於教學訓練之相關作

業，包含教師教學薪津、受訓學員意外及醫療保險、教材、行政費用

等，並依衛生福利部各計畫經費使用原則明訂相關支給基準。 
3.每年定期分析並檢討經費使用情形，作為爾後編列之參考。 

[註] 
1.新申請評鑑醫院，應至少過去一年之教學、研究、進修經費（含預算、

決算）符合 3%之規定。 
2.醫療收入係指醫院「總醫療收入」，包含自費健檢收入或醫藥費。 
3.教學經費：指實際用於教學軟硬體之相關費用（含教師教學費用、主治

醫師薪資中之基本教學津貼、圖書館人員薪資及專任教學行政人員之薪

資、教學相關活動之誤餐費、邀請國外顧問/專家/學者來台進行學術演

講之差旅、院外學術活動租借場地、教學活動相關之印刷及郵電…等費

用）。 
4.研究經費：指實際用於研究軟硬體之相關費用，且所有項目中若院外研

究計畫經費已涵蓋之費用（如研究人員/助理薪資、研究用耗材/動物…
等）均不可認列。 

5.進修經費：指依院頒辦法執行實際用於人員進修（含國內外）之教育經

費，院方補助之出國進修研習費用，如報名費、註冊費等亦屬之。 
6.不得列入採計項目：建築物（如會議室、實驗室…）之增建或整修、臨

床醫療用途的材料費用、住院醫師薪資、實習醫學生及受訓學員之津

貼。 
7.進修人員的公假薪資不得編列於進修經費中。 
8.依衛生福利部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練之經費使用規定，使用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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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師資補助費」，不得低於「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練」補助經費之 30
％。 

9.依衛生福利部經費使用規定，經費使用於教師薪資分攤費用者，應以教

師投入教學時間之比例作為計算基準；經費使用於教學師資津貼費用

者，如依教師投入教學時間之比例，以人日計算支給，應有計算及分攤

基準；如按教學指導次數、診次等方式支給，應明列其支給之標準。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查核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之教學、研究及進修經費，及確認編列之合理

性、及查核檢討相關機制。 
2.經費編列主要依「醫師、醫事人員（非醫師類）」兩大類分類，得不須

細分職類別分開編列。 
建議佐證資料： 

1.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之教學、研究及進修經費編列（含預決算）、相關

檢討紀錄。 
2.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量性指標：【指標 9 醫院教學費用分配之比率】

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料。 

必可 
1.6.1 

住院醫師值

班訓練應兼

顧病人安全

且值勤時數

安排適當 

目的： 
保障住院醫師值勤時數在合理範圍內，以達兼顧學習品質及病人安全。 

評量項目： 
1.住院醫師值班訓練應兼顧病人安全之照護品質，並確保訓練品質。 
2.住院醫師每週正常值勤時間連同延長值勤時間不得超過 88 小時，且各

科建立短中長期目標及改善機制。 
3.住院醫師兩次值勤時間中間至少應有 10 小時以上休息時間。 
4.住院醫師每 7 日中至少應有完整 24 小時之休息，作為例假，但因天

災、事變、重大突發事件或病人病情危急致住院醫師無法完整休息者，

不在此限，惟醫療機構應於事後給予補假休息。 
5.住院醫師每日正常值勤時間不得超過 12 小時，連同延長值勤時間不得

超過 32 小時。 
[註] 

1.所稱「住院醫師」係指於教學醫院接受專科醫師訓練、及畢業後一般醫

學訓練之住院醫師，但不含牙醫師。 
2.若醫院自行選擇本基準第 5.1 至 5.3 節之任一類（含）以上訓練計畫受

評者，則本條不得免評（not applicable, NA）。 
3.若為新申請評鑑或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或申請新增職類於當次評鑑合

格效期內，未有收訓住院醫師者，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4.值勤時數，係指住院醫師訓練相關所有臨床及教學活動，包含門診照

護、住診照護、在院值班、轉診照護、及照護病人的相關工作（如：完

成病歷、確認檢驗數據、完成口頭指示紀錄）、晨會、臨床研討會、專

題討論、併發症及死亡病例討論會、臨床病理討論會或外科組織病理討

論會等教學會議；值勤時數未包含自學閱讀或學術準備的時數，如：離

開照護單位後準備研討會資料的時數。 
5.值班屬於延長值勤時間，包含在值班休息室待命的時間；院外待命時間

不屬於值勤時間，「院外」包含醫院提供之宿舍（單身或眷舍），但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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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到院服務時數即計算值勤時數。 

6.中午及值班得有用餐及休息時間，且不列計值勤時數。 
7.所稱「兩次值勤時間中間休息時間」，為下班後距離下次上班之中間間

隔時間，非用餐休息時間。 
8.為顧及住院醫師值班得有實務調整空間，本條文「符合」係指全院的住

院醫師每四週平均值勤時數符合評量項目 2 規定，且符合評量項目 1、
3、4、5；「部分符合」係指全院 80%以上的住院醫師人數每四週平均值

勤時數符合評量項目 2 規定，且符合評量項目 1、3、4、5。 
9.本條文將依各年度評鑑檢討予以修正調整。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訪談各科住院醫師工作內容與值班情形。 
建議佐證資料： 
各科值班輪值表。 

可 
1.6.2 

改善醫師值

班 工 作 負

荷，促進職

業安全與健

康 

目的： 
建立醫師健康的職場環境，以達系統性改善住院醫師勞動條件。 

評量項目： 
1.醫院與科部應訂有政策，檢討醫師之值班工作內容，以減少非必要工

作、改善負荷。 
2.醫院應訂有機制，定期討論與改善排（輪）班模式，以避免醫師過度疲

勞。 
3.醫院應定期實施醫師健康篩檢，並推動醫師健康促進活動。有明顯影響

個人或病人安全的健康問題，醫院須暫停或減少其工作負荷。 
4.醫院應訂有職業災害補償機制。 

[註] 
1.所稱「醫師」係指於教學醫院接受專科醫師訓練、及畢業後一般醫學訓

練之住院醫師，但不含牙醫師。 
2.若醫院自行選擇本基準第 5.1 至 5.3 節之任一類（含）以上訓練計畫受

評者，則本條不得免評（not applicable, NA）。 
3.若為新申請評鑑或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或申請新增職類於當次評鑑合

格效期內，未有收訓住院醫師者，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查核醫院如何改善醫師值班工作負荷，及推動之政策及檢討評估。  
建議佐證資料： 

1.各科輪值班表。 
2.醫師健康篩檢及健康促進活動之實施方案。 
3.相關政策及評估改善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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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師資培育 
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2.1 師資培育制度執行與成果 
【重點說明】 
醫事人員的養成過程中，需運用「師徒」制的訓練模式。在此種訓練模式中，教師所扮演的「典

範」角色，對受訓人員的觀念與行為有深刻影響，故教師需具備良好的專業素養。另外，教師還需

掌握課程安排、教學技巧、學習成果的評估方法等知能，這些知能需要透過學習與訓練來獲得。因

此教學醫院應有良好的師資培育制度，並配合獎勵措施、薪資結構、升等升遷等辦法，讓教學工作

得以持續發展。 

2.1.1 

明 訂 有 具

體 教 師 培

育 制 度 並

落實執行 

目的： 
教師培育中心依醫院特性及各職類教師需求規劃相關課程，並評估檢討，

以達落實教師培育及教學育才之目的。 
評量項目： 

1.依醫院功能、規模及特性明訂教師培育制度，有計畫地培育師資。 
2.師資培育制度之運作，應包含下列事項： 
(1)設立教師培育中心（Center for Faculty Development，簡稱 CFD）或類似

功能之組織或委員會，或與學校或其他醫院之 CFD 合作。 
(2)有計畫地提供或安排院內教師相關進修訓練課程或活動。 
(3)應設有鼓勵措施以促成教師參與進修訓練。 

3.定期檢討教師培育制度，分析執行成效並進行改善措施。 
4.配合醫院教學發展需要，依各職類醫事人員師生比及人員異動適度增加師

資。 
[註] 

1.若醫院與學校或其他醫院之 CFD 合作培育教師，仍應設有專責人員統籌

相關事務。 
2.醫院得自行訂定採認其他訓練單位之師資培育課程與時數等規定。 
3.醫院新進醫事人員（非醫師）師資培育應通過「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師資培育制度認證。惟新申請評鑑醫院應於通過評鑑半年內申請通過前

開之認證。 
4.醫學院附設醫院與其醫學院共用教師培育中心時，仍須因應醫院與學校之

不同需求訂定教師培育計畫。 
5.「學校派駐教師」教師培育，由學校規範之，不屬本條文查證範圍。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訪談計畫主持人或教師，瞭解教師培育制度、鼓勵措施及 CFD 運作情

況。 
2.訪談計畫主持人或教師，瞭解醫院或單位內有無計畫性安排師資培育或進

修。 
3.查核師資培育制度認證辦法之落實情形。 
4.查核各申請職類教師參與師資培育或進修課程之完訓情形。 
5.查核有無定期檢討師資培育制度。 

建議佐證資料： 
1.醫院 CFD 功能與運作情形。 
2.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之師資培育制度、及師資培育制度認證辦法。 
3.師資培育課程時程表、鼓勵進修機制、教師完訓情形、及檢討相關紀錄。

106年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 法規資料 【第30頁，共52頁】



 

16 

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4.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教學成效指標：【指標 1-訂有具體教師培育制度、

規劃教學能力提升之培育課程，並落實執行】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料。 

合 
2.1.2 

明 訂 有 教

學 獎 勵 辦

法 或 措

施 ， 並 能

落 實 執

行 ， 以 鼓

勵 投 入 教

學活動 

目的： 
訂有教學獎勵辦法或措施，以期提升教師投入教學之熱忱。 

評量項目： 
1.明訂教學獎勵辦法或措施，其內容應包含下列事項： 
(1)專責教學之人員（包含專任主治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應有基本教學薪

酬保障，並承擔相應之教學責任。 
(2)對授課及臨床教學人員提供鐘點費補助或其他形式鼓勵。 
(3)訂有教學相關之升遷及升等等措施。 
(4)配合醫院發展需要訂定之其他教學相關獎勵辦法。 

2.定期檢討獎勵辦法或措施，分析執行成效並進行改善。 
[註] 
編列教學獎勵金或基本薪資保障，得視為評量項目 1-(1)「基本教學薪酬保

障」。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訪談專責教學人員是否有教學薪酬、或相對減少臨床工作之措施。 
2.查核各申請職類教師之教學獎勵辦法、升遷或升等之措施。 
3.查核有無定期檢討獎勵辦法或措施。 

建議佐證資料： 
1.各申請職類教師教學獎勵辦法或措施（如：優良教學教師選拔）、及相關

檢討紀錄。  
2.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教學成效指標：【指標 2-訂有教學獎勵辦法或措

施，並落實執行，以鼓勵教師投入教學】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料。 

合 
2.1.3 

ㄧ 般 醫 學

基 本 能 力

之培育 

目的： 
提供教師一般醫學基本能力之培育，以期持續精進教學成效。  

評量項目： 
1.持續對教師提供一般醫學基本能力之培育課程（或活動），其內容舉例如

下： 
(1) 病人安全 
(2) 醫療品質 
(3) 醫病溝通 
(4) 醫學倫理 
(5) 醫事法規 
(6) 感染管制 
(7) 實證醫學 
(8) 病歷寫作 
(9) 其他經醫院認定合適之課程 

2.對所提供之課程進行課後成效評估與課程檢討。 
[註] 

1.醫院得視教師需求評估進行培育課程規劃，未要求每一位老師均須完成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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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量項目 1 之每一項課程。 

2.未規定所有課程皆須由醫院自行舉辦。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訪談瞭解各申請職類計畫主持人及教師參與課程情形。 
2.查核舉辦的課程是否具符合培育教師之需求。 
3.查核各申請職類教師參與課程紀錄及完訓情形。 
4.查核有無進行課後成效評估與課程檢討機制。 

建議佐證資料： 
1.舉辦一般醫學基本能力課程資料。 
2.課後成效評估資料與各申請職類教師之完訓比例。 
3.課程檢討相關資料。 

合 
2.1.4 

教 學 能 力

提 升 之 培

育 

目的： 
提供教師教學能力之培育，以期持續精進教學成效。 

評量項目： 
1.持續對教師提供教學能力提升之培育課程（或活動），其內容舉例如下： 
(1) 課程設計 
(2) 教學技巧 
(3) 評估技巧 
(4) 教材製作 
(5) 其他依教師需求提供之課程 

2.對所提供之課程進行課後成效評估與課程檢討。 
[註] 

1.醫院得視教師需求評估進行培育課程規劃，未要求每一位老師均須完成評

量項目 1 之每一項課程。 
2.未規定所有課程皆須由醫院自行舉辦。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訪談瞭解各申請職類計畫主持人及教師參與課程情形。 
2.查核舉辦的課程是否具符合培育教師之需求。 
3.查核各申請職類教師參與課程紀錄及完訓情形。 
4.查核有無進行課後成效評估與課程檢討機制。 

建議佐證資料： 
1.舉辦教學能力提升課程資料。 
2.課後成效評估資料與各申請職類教師之完訓比例。 
3.課程檢討相關資料。 
4.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教學成效指標：【指標 1-訂有具體教師培育制度、

規劃教學能力提升之培育課程，並落實執行】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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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跨領域教學與學術交流 
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3.1 國內與國際間學術交流活動 
【重點說明】 
不同層級或功能之教學醫院有其不同的訓練目的與重點，藉由跨院或國際間之學術交流合作，醫事

人員可受到更完整且多樣的訓練，以培養全人照護的能力。 

3.1.1 

與 醫 療 院

所 建 立 實

質 教 學 合

作關係 

目的： 
藉由跨院際的聯合訓練及教學合作，以期醫事人員接受更完整之訓練。 

評量項目： 
1.醫院考量其規模、功能、特性及限制，並依各職類訓練計畫需要，訂定聯

合訓練（joint program）（包含外送醫事人員至他院訓練或代為訓練他院醫

事人員）。 
2.訂定跨院間之學術交流機制與合作。 
3.定期與合作之醫療院所召開檢討會議，並有追蹤及改善方案。 

[註] 
1.聯合訓練計畫內容，包含合作機構、訓練項目（課程）、訓練時間、訓練

方式及評核標準（方法）及明確的對外聯絡單位及聯絡方式。 
2.評量項目 3 所稱「醫療院所」應為教學醫院，惟西醫 PGY 核定之 2 個月

執行醫學訓練課程醫院、牙醫 PGY 核定之牙科診所及非教學醫院除外。 
3.未規範聯合訓練時間長短，得視各職類特性及訓練計畫需要而定。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查核跨院際之教學合作模式（含聯合訓練及學術交流合作）。 
2.查核相關檢討及追蹤改善方案。 

建議佐證資料： 
1.院際聯合訓練相關文件（含合作機構、訓練項目…等）及檢討紀錄。 
2.跨院間學術交流相關資料及檢討紀錄。 
3.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教學成效指標：【指標 8-與醫療院所建立實質教學

合作關係】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料。 

3.1.2 
參 與 國 際

相 關 學 術

活動 

目的： 
藉由國際學術交流，以期醫事人員更精進其教學及研究品質。 

評量項目： 
醫院有鼓勵並補助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參與國際教學、研究、進修、研討

會議等學術活動之機制與實質措施。 
[註] 

1.所稱「國際學術活動」包括國內或國外所舉辦者，國內舉辦者包含講師為

國外學者、或活動參與者為國際性。 
2.所稱「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包含教師與受訓人員。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查核醫院鼓勵及補助國際學術活動之機制及落實情形。 
2.訪談計畫主持人或教師，是否瞭解醫院有提供鼓勵進修措施。 

建議佐證資料： 
1.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參與國際學術活動之鼓勵機制及補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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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2.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實際參與及補助情形。 

3.2 跨領域團隊合作 
【重點說明】 
藉由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讓醫療照護團隊成員間，特別是不同職類醫事人員間，能更瞭解彼此之

業務特性，並掌握團隊合作的知能與技巧，以提升全人照護品質。 

3.2.1 

有 多 元 化

的 跨 領 域

團 隊 合 作

照護訓練 

目的： 
落實跨職類之醫療團隊合作照護訓練，以期提升全人照護品質。 

評量項目： 
1.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模式之執行應符合醫院規模或特性。 
2.提供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課程，如醫療團隊資源管理(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TRM)、聯合照護案例討論會(combined conference)、共同照

顧(combined care)、出院準備服務、團隊治療、安寧療護、病人安全等。 
3.醫院能協助院內單位安排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 
4.鼓勵所有新進醫事人員實際參與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 

[註] 
1.「跨領域」至少須包含 2 個不同職類(含)以上，惟護理與西醫醫療服務屬

例行合作，故不納入。 
2.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之訓練內容及頻次，應依衛生福利部核定之訓練計畫

執行。 
3.未要求院內所有科部一定要參與，惟若醫院多數職類因未獲得醫院協助，

致無法執行跨領域團隊或執行效果不彰時，則評為不符合。 
4.本條文未要求個案討論需為住院中的個案，惟課程需著重病人個案及團隊

合作之討論。 
5.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模式無固定準則，須請醫院考量病人屬性、醫事人員

類別及可動用資源等，透過各種型態的訓練活動來推動。 
6.評量項目 4 所稱「所有新進醫事人員」不限指教補計畫受訓人員。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本條文查證重點在於新進醫事人員是否有了解參加的跨領域照護與學術交

流訓練之內涵，訓練歷程的內容與形式得由醫院自行發展。 
2.訪談教師或受訓人員，瞭解跨領域團隊訓練照護課程安排、及實際執行情

形。 
3.查核醫院對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之協助角色。 
4.查核新進醫事人員實際參與訓練情形。 

建議佐證資料： 
1.各申請職類教學訓練計畫（含訓練內容及頻次）。 
2.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相關紀錄（含新進醫事人員參與情形、訓練歷程

等）。 
3.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教學成效指標：【指標 7-多元化的跨領域團隊合作

照護訓練】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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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教學與成果 
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4.1 教學成果之評估 
【重點說明】 
1.為衡量訓練醫院執行成效，以教學費用補助計畫成效指標作為教學鑑別度指標之評量標準，以評核

各院實際執行成效，引導醫院循序改善教學品質，以利推動計畫之長期整體成效。 
2.教學成效指標係以「依訓練品質及改善成效，作為執行成效優良醫院獎勵費用撥付依據，期促使醫

院有執行改善之事實，引導醫院自我成長。 

可 
4.1.1 

成 效 指 標

填 報 結 果

之 評 估 與

改善 

目的： 
促使醫院落實填報成效指標、及持續追蹤改善，以期醫院教學品質能自我

成長。 
評量項目： 

1.於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醫院每年實際執行教學成果填報內容。 
2.醫院定期檢討各項指標達成情形。 
3.醫院前一年度任一質性指標評核結果低於一般水準（即未達 1 分），應持

續追蹤改善。 
[註] 

1.新申請評鑑醫院本條文免評。 
2.醫院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連續 2 年質性指標總分數低於一般水準者，則評

量項目 3 為不符合。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查核醫院是否每年落實填報教學成效指標。 
2.查核相關檢討、追蹤改善機制。 

建議佐證資料： 
1.教學成效指標填報結果（含委員審查意見）。 
2.檢討及追蹤改善相關資料。 

4.2 研究之教學與獎勵 
【重點說明】 
教學醫院應對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提供醫學研究的訓練，促使其具備基本研究能力；並應訂有研究

鼓勵辦法，以鼓勵所屬人員從事臨床研究工作、擔負研究之教學，以促進醫學技術發展及持續品質

改善。 

合 
4.2.1 

具 備 研 究

鼓 勵 辦 法

及 獎 勵 措

施 

目的： 
鼓勵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從事研究工作，以期促進醫學技術發展。 

評量項目： 
1.對院內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參與研究訂有鼓勵辦法，且對研究成果訂有獎

勵措施，其鼓勵或獎勵應兼顧研發重點與公平性，並落實執行。 
2.應舉辦研究相關會議，統籌全院研究計畫之進行，並檢討院內研究之質與

量。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查核參與研究之鼓勵或獎勵辦法。 
2.查核院內研究的質與量、及檢討機制。 

建議佐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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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1.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參與研究的鼓勵或獎勵辦法。 
2.檢討院內研究之質與量的相關會議紀錄。 

4.2.2 
有 提 升 研

究 能 力 之

教學辦法 

目的： 
提供訓練促使醫事人員具備基本研究能力，並納入相關醫事人員參與，以

期培養更多醫事人員之研究能力。 
評量項目： 

1.對住院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提供醫學研究之訓練或提升研究能力之相關課

程。 
2.有部分研究計畫能適度納入住院醫師及相關醫事人員參與，以培養其研究

能力。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訪談計畫主持人或教師，是否瞭解醫院有舉辦相關課程、或協助進行跨職

類研究。 
2.查核醫院如何協助住院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共同參與研究及提升研究能

力。 
建議佐證資料： 

1.舉辦提升研究能力課程安排、各申請職類參與情形。 
2.有納入住院醫師及相關醫事人員之研究計畫清單。 

4.2.3 

重 視 研 究

倫 理 ， 並

查 核 研 究

論 文 真 實

性 

目的： 
訂有研究查核辦法，並落實執行，以符合確實遵守研究倫理。 

評量項目： 
1.執行動物實驗時，應送相關委員會審查其倫理妥當性，並定期檢查研究紀

錄。 
2.醫院應訂定查核辦法，以避免研究論文有抄襲，偽造、變造、不實記載數

據等不當行為，並確實查核。 
[註] 
若醫院無執行動物實驗，醫院須敘明無執行動物實驗。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查核研究倫理審查辦法及研究真實性查核辦法。 
2.查核相關辦法之落實情形。 

建議佐證資料： 
1.研究計畫倫理審查相關辦法及文件。 
2.研究真實性查核辦法及紀錄。 

4.3 研究計畫之執行成果 
【重點說明】 
查核研究成果發表數量及品質，以確認醫院是否落實醫學研究的執行。 

4.3.1 
爭 取 院 內

外 研 究 計

畫案件  

目的： 
爭取院內外（含跨部科）研究合作，以期持續發展醫學研究。 

評量項目： 
1.於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醫院每年均有提供研究計畫案件補助，以持續發

展醫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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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2.於本項研究計畫案件中，包含有跨部科間之共同研究計畫。 

[註] 
1.院內研究計畫案須由院內醫事人員擔任該計畫主持人方可採計。 
2.院外研究計畫案須由院內醫事人員擔任該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方可採

計，惟為鼓勵醫事人員（非醫師類）參與研究計畫，醫事人員（非醫師

類）擔任協同主持人亦可採計。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查核各申請職類院內及院外研究案件及補助情形。 
2.查核跨部科間之共同研究計畫案件及補助情形。 

建議佐證資料： 
1.各申請職類院內及院外研究計畫清冊（含計畫主持人、案件數、補助情

形）。 
2.跨部科間之共同研究計畫清冊（含計畫主持人、案件數、補助情形）。 

合可 
4.3.2 

醫 師 執 行

研 究 且 成

果良好 

目的： 
配合教學研究目的設定醫師研究目標，並定期檢查達成情形，以達研究目

標。 
評量項目： 

1.過去 5 年內，專任主治醫師（含西醫師、牙醫師、中醫師）曾於須經同儕

審查（peer review）之學術性期刊，以醫院名義發表研究論文，其發表論

文之醫師佔全院專任主治醫師總人數比例，應由醫院依據自身功能屬性及

研究目標設定，西醫師、牙醫師、中醫師之研究至少須達 10%（申請醫

學中心評鑑者，西醫師研究發表應至少達 50%），且至少須有 1 人發表論

文；惟該類醫師專任人員數未達 5 人（含）者，可不受至少須有 1 人發表

論文之限制。 
2.醫院應定期（至少每年一次）檢討研究目標達成情形，並配合醫院教學研

究目的，調整目標數與研究重點。 
[註] 

1.專任主治醫師包含醫師、牙醫師及中醫師，中醫師係指具備執行中醫師醫

療業務五年以上者。惟若申請單一醫師類者，則得僅計算該類醫師之比

例。 
2.「發表論文之醫師」指第一作者（first author）、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或相同貢獻作者（author of equal contribution），但每篇論文僅能

計算 1 位。 
3.採計「相同貢獻作者」者，須提出論文中註明相同貢獻作者記載之該頁期

刊影本備查。 
4.同一醫師無論發表論文篇數多寡，均以 1 人計算。 
5.同儕審查之學術性期刊，包括專利、國內醫學會期刊（含次專科醫學會期

刊），及收載於 Medline、Engineering Index(EI)、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Database(TSSCI)等處之期刊。自 101 年度起發表之期刊須符合「教

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認定標準」，經審查通過之期刊僅自「通過認定之

年度起」方可採計。 
6.論文包括 original article、review article、case report、image、letter to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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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均屬之。 

7.於第 1 項規定期間內(例如申請民國 106 年度評鑑者，則以 101~105 年度

計算)，已被通知接受刊載之論文，亦可列計為同條規定之發表論文。 
8.於須經同儕審查（peer review）之國內外教科書（或醫學書籍）（如各專

科醫學會推薦之參考書籍）刊載之文章（不含翻譯文章），亦可列計第 1
項後段規定之發表論文。 

9.第 1 項後段規定之專任主治醫師人數計算方法如下： 
(1)專任主治醫師到職或離職時間落於第 1 項規定期間內者列入計算(例如

申請民國 106 年度評鑑者，則以 101~105 年度計算)。 
(2)離職人員可不予計算，惟若將離職人員納入計算，則分子分母皆須同時

採計，且得僅針對該位有發表期刊的離職人員作採計。 
(3)到職未滿 1 年之專任主治醫師不予列入計算；惟第一次接受教學醫院評

鑑者，可不受「到職未滿 1 年之專任主治醫師不予計算」及「以醫院名

義發表研究論文」之限制。 
(4)人數計算採小數點後無條件捨去法計算，所稱「人數」係指「過去 5 年

內曾以醫院名義發表論文之人數」及「全院該職類專任人員總人數」為

採無條件捨去法計算。  
10.若醫院自行選擇基準第 5.1 至 5.8 節之任一類（含）以上訓練計畫受評，

則本條不得免評（not applicable, NA）。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查核西醫、牙醫、中醫近五年研究發表成果，及確認研究採計之正確性。

2.查核西醫、牙醫、中醫之研究目標及檢討機制。 
建議佐證資料： 

1.西醫、牙醫、中醫之專任主治醫師數及研究目標數。 
2.西醫、牙醫、中醫之近五年研究論文發表成果相關資料。 
3.相關檢討紀錄。 

4.3.3 

其 他 醫 事

人 員 研 究

執 行 與 成

果良好 

目的： 
配合教學研究目的設定醫事人員研究目標，並定期檢查達成情形，以達研

究目標。 
評量項目： 

1.醫院應依據自身功能屬性及研究目標，設定院內其他專任醫事人員發表論

文目標數，惟各職類之最低要求如下： 
(1)專任護理人員：過去 5 年內曾以醫院名義發表論文之人數佔全院專任護

理人員總人數比例至少須達 1％，且至少須有 1 人發表論文。 
(2)藥事、醫事放射、醫事檢驗、物理治療、職能治療、營養、呼吸治療、

臨床心理等職類專任人員：過去 5 年內曾以醫院名義發表論文之人數佔

全院該職類專任人員總人數比例須達 10％，且至少須有 1 人發表論

文；惟若臨床心理師未達 5 人（含）者，可不受至少須有 1 人發表論文

之限制。 
(3)諮商心理、助產、聽力、語言治療、牙體技術職類，不設最低要求規

定。 
2.醫院應定期（至少每年一次）檢討研究目標達成情形，並配合醫院教學研

究目的，調整各職類之目標數與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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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註] 

1.醫院於「第 6 章 其他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中所自選受評之各職類

（含實習學生及新進醫事人員），其該等職類之研究成果不得免評。 
2.第 1 項之「論文」包含專利、發表於經同儕審查（peer review）之學術性

期刊之論文、於國內外研討會或相關學術性會議發表之口頭報告或壁報。

所稱「國內外研討會或相關學術性會議」，其活動性質符合研討會或學術

性可屬之，惟醫院自行舉辦之活動或其學校自行舉辦、同體系醫院聯合舉

辦、或自行舉辦無其他醫療院所參與及發表者皆不列計。 
3.發表論文者指第一作者（first author）、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或相同貢獻作者（author of equal contribution），但每篇論文僅能計算 1
位。 

4.採計「相同貢獻作者」者，須提出論文中註明相同貢獻作者記載之該頁期

刊影本備查。 
5.若為專業書籍其中一章之作者，且此書有正式出版發行，則得視為該作者

之 1 篇論文發表。 
6.同一醫事人員無論發表論文篇數多寡，均以 1 人計算。 
7.第 1 項規定之各職類專任人數計算方法如下： 
(1)專任人員到職或離職時間落於評量項目 1 規定期間內者列入計算(例如

申請民國 106 年度評鑑者，則以 101~105 年度計算)。 
(2)離職人員（或受訓人員）可不予計算，惟若將離職人員（或受訓人員）

納入計算，則分子分母皆須同時採計，且得僅針對該位有發表期刊的離

職人員（或受訓人員）作採計。 
(3)到職未滿 1 年之專任人員不予列入計算；惟第一次接受教學醫院評鑑

者，可不受「到職未滿 1 年之專任人員不予計算」及「以醫院名義發表

研究論文」之限制。 
(4)人數計算採小數點後無條件捨去法計算，所稱「人數」係指「過去 5 年

內曾以醫院名義發表論文之人數」及「全院該職類專任人員總人數」為

採無條件捨去法計算。 
8.護理研究，護理學會中發表或通過之「護理專案」可列計，惟不含「個案

報告」。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查核各醫事職類近五年研究發表成果，及確認研究採計之正確性。 
2.查核各醫事職類之研究目標及檢討機制。 

建議佐證資料： 
1.各醫事職類之專任人員數及研究目標數。 
2.各醫事職類之近五年研究論文發表成果相關資料。 
3.相關檢討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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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6.1 實習學生訓練計畫執行與成果 
【重點說明】 
1.本節所稱實習學生，係指在教學醫院接受臨床實習訓練之各醫事相關科系學生（不含見習生），其職

類包括藥事、醫事放射、醫事檢驗、護理、營養、呼吸治療、助產、物理治療、職能治療、臨床心

理、諮商心理、聽力、語言治療、牙體技術等職類。 
2.教學訓練計畫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實習認定基準」或考試規則相關規定。 
3.醫院應提供實習學生有系統之臨床教學訓練，確保院內各單位能配合臨床教學訓練之執行與成果評

估。 
4.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選擇受評之職類須同時受評第 6.1 及 6.2 節（不得僅擇一免評），地區醫院可自行

選擇是否受評本節，惟欲收訓實習學生之職類應同時符合 6.1 節及 6.2 節之規定。 
5.新申請評鑑或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或申請新增職類於當次評鑑合格效期內，選擇受評之職類未有收

訓實習學生者，則本節僅評量教學訓練計畫之內容（即第 6.1.1 條），其餘免評。 

可 
6.1.1 

實習學生之

教學訓練計

畫 具 體 可

行，內容適

當 

目的： 
確保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且具完備師資。 

評量項目： 
1.醫院應與實習學生所屬學校訂有實習合約，明訂雙方之義務，例如：如何確

保實習學生之學習權益與安全、教師與實習學生人數比例（師生比）、實習

學生保險等。 
2.應訂定或配合學校教學訓練計畫，其內容應包含：訓練目標、核心課程、教

學活動及評估機制等，並應符合該職類學生之實習需求。教學訓練計畫應符

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實習認定基準」或考試規則相關規定。 
3.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應有臨床教學經驗且符合附表規定之資格，並確實負責

主持計畫相關事務。 
4.教師資格、師生比應符合附表規定，且教師於帶領實習學生期間，應適當分

配時間從事教學工作與其他工作（如臨床照護），以維持教學品質。 

[註] 
1.「實習學生」不包含見習生，請依考選部公告之專技人員考試法規所提及實

習認定標準項下內容，並以學校與醫院簽署之訓練合約上所列「實習學生」

為主，實習課程內容由學校學程定義。 
2.若實習醫院為學校附設者，第 1 項之實習合約得以實習相關規範代替之。 
3.由學校派駐醫院之臨床護理與臨床心理教師，不適用第 4 項「應適當分配時

間從事教學工作與其他工作（如臨床照護），以維持教學品質之規定」之規

定。 
4.實習學生保險合約應符合教育部規定辦理，如下： 
(1)自 100 學年度起，凡學生赴教學醫院實習期間均應投保，未區分實習時間

長短；保險內容係指一般學生團體平安保險額度外，應增加傷害保險最低

保額 100 萬。 
(2)實習學生保險之保險對象為在學學生。 
(3)由學校及實習機構商訂後編列經費支應，不得由學生負擔。 

5.各職類教師可同時擔任實習學生和新進醫事人員之教師，惟同一教師同時間

指導實習學生及受訓人員之人數上限請參照下表。 
 
 
 

106年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 法規資料 【第40頁，共52頁】



 

26 

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職類

師生

比 

A 組 B 組 C 組 

藥

事 

放

射 

檢

驗

牙

體

護

理

營

養

呼

吸

助

產

聽

力

物

治 

職

治 

臨

心

諮

心

語

言

實習

學生
1:1 

1:1 
註 3 

2:1 1:3
1:8
註 1 

1:4 1:4
1:7 
註 1 

1:2 1:3 1:3 1:3 1:2 1:2

PGY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同時

指導

實習

學生

及

PGY

人數

上限

4 4 3 3 
4 
註 2 

4 4 
4 
註 2 

3 4 4 4 5 5 

註 1：係指學校之實習指導老師。 
註 2：係指醫院之臨床教師。 
註 3：醫事放射實習學生師生比不得低於 1:1，惟放射診斷實習不得低於 2:1。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教學醫院評鑑係評量申請職類之整體教學，非以部門區隔。 
2.查核教學訓練計畫內容，針對學校提供的訓練目標擬訂臨床教學活動，且訓

練內容須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實習認定基準」或考試規則相關規定。

3.查核實習合約，若醫院未曾收訓過實習學生而無實習合約可供查證者，應至

少能訂有相關訓練規範。 
4.查核師資資格（含計畫主持人、教師）及訪談主持人，確認主持人是否清楚

瞭解負責主持計畫相關事務；訪談教師，確認教師於帶領實習學生期間如何

安排從事教學訓練工作與其他工作之比重，及確認是否清楚教學訓練內容。 

建議佐證資料： 
1.實習合約（含訓練時數或期程、師生比、實習保險等）。 
2.教學訓練計畫書（含各年級各階段的訓練目標、訓練課程與方式、考核機制

等）。 
3.訓練計畫主持人及教師資格、名單。 
4.護理職類收訓實習學生數及床位比資料。 

可 
6.1.2 

適當安排實

習學生教學

課程內容及

教學活動 

目的： 
確保所安排之課程能符合實習學生學習需求，並兼顧其學習及病人安全。 

評量項目： 
1.院內各相關實習單位按照教學訓練計畫安排臨床教學活動，且符合訓練目

標，並兼顧其學習及病人安全。 
2.實習期間之教學課程與教學活動，應依學生能力作適當調整。 
3.教師對於教學訓練計畫（含訓練課程）之建議有管道可以反映，並參與修訂

計畫。 
4.對於實習學生應有安全防護訓練，使其瞭解醫院工作環境及安全防護，並有

實務操作前說明，使其瞭解某項處置、操作之安全規定，且提供相關防護設

備供其使用。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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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若為新申請評鑑或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或申請新增職類於當次評鑑合格效

期內，選擇受評之職類未有收訓實習學生者，就該職類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訪談實習學生及查閱學習歷程檔案（或學習護照），瞭解教學活動及課程、安

全防護訓練、及確認是否清楚後續課程之期程安排。 
2.各項例行性教學活動（如晨會、臨床研討會、專題討論、併發症及死亡病例

討論會、病理討論會等）之重點在於教學與討論的互動過程，討論內容是否

記錄或紀錄方式由醫院自行決定即可，委員將透過實地查證或訪談方式了解

執行情況。 
3.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若有收訓實習學生者，訪談對象建議為實地評鑑當日

在院的學生，若當日未能出席或已完訓，則可以電話訪談或查閱學習檔案或

紀錄等方式進行。 

建議佐證資料： 
1.教學訓練計畫、各科教學活動及課程表、安全防護訓練。 
2.學習歷程檔案（或學習護照）。 

可 
6.1.3 

評估教學成

效並提供實

習學生雙向

回饋機制 

目的： 
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實習學生學習成果，以適時教學改進。 

評量項目： 
1.教師應針對學習過程中的問題，給予實習學生回饋。 
2.實習單位應提供管道供實習學生反映問題，並予以適當回覆。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實習學生學習成

果。 

[註] 
若為新申請評鑑或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或申請新增職類於當次評鑑合格效

期內，選擇受評之職類未有收訓實習學生者，就該職類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訪談實習學生或查閱學習歷程檔案（或學習護照），瞭解學習評量回饋、及

對教師之教學評估。 
2.訪談教師，瞭解雙向回饋及教學改進之執行情形。 

建議佐證資料： 
1.學習歷程檔案（或學習護照）。 
2.學習評估相關紀錄。 
3.實習學生反映問題管道及教學檢討紀錄。 

可 
6.1.4 

實習學生之

學習成果分

析與改善 

目的： 
評估實習學生學習成果及提供輔導與補強機制，以達訓練目標。 

評量項目： 
1.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應符合訓練目標之要求。 
2.對學習成果不佳之學生，提供輔導與補強訓練。 
3.與學校定期召開實習學生檢討會（至少每年一次），檢討及追蹤改善，並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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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時修訂教學訓練計畫。 

[註] 
1.實習學生檢討會議不限制會議形式，亦得與同一區域其他醫院共同辦理。與

學校召開的檢討會之型式，可採會議或視訊或 email 等方式討論，惟若僅以

email 方式討論，應須達到具檢討改善之效果。 
2.若為新申請評鑑或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或申請新增職類於當次評鑑合格效

期內，選擇受評之職類未有收訓實習學生者，就該職類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訪談實習學生或教師，確認學習成果不佳之輔導與補強機制。 
2.訪談教師，是否有依實習學生學習成果適時修訂教學訓練計畫。 

建議佐證資料： 
1.學習歷程檔案（或學習護照）。 
2.學習成果不佳定義，及輔導與補強機制。 
3.檢討修正教學訓練計畫機制及相關紀錄。 
4.與學校召開的教學檢討紀錄。 

6.2 新進醫事人員訓練計畫執行與成果 
【重點說明】 
1.本節所稱新進醫事人員或受訓人員，係指藥事、醫事放射、醫事檢驗、護理、營養、呼吸治療、助

產、物理治療、職能治療、臨床心理、諮商心理、語言治療、聽力與牙體技術等職類之醫事人員自領

得醫事人員證書起 4 年內，接受「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補助之受訓學員。 
2.醫院應依審查通過之訓練計畫提供新進醫事人員有系統之臨床教學訓練，並確保院內各單位能配合臨

床教學訓練之執行與成果評估。 
3.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選擇受評之職類須同時受評第 6.1 及 6.2 節（不得僅擇一免評），地區醫院若欲收

訓實習學生之職類，應同時符合 6.1 節及 6.2 節之規定。若本節選擇免評或受評卻未通過之職類，則

新合格效期內收訓之該職類新進醫事人員，不得申請衛生福利部教學費用補助。 
4.新申請評鑑或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選擇之職類未有收訓新進醫事人員者，本節僅評量教學訓練計畫

之內容（即第 6.2.1 條），其餘免評。 
5.新增職類（係指通過 100 年(起)教學醫院評鑑申請新增職類者），於評鑑合格效期內，選擇之職類已無

接受衛生福利部補助之受訓人員，本節僅評量教學訓練計畫之內容（即 6.2.1 條文）；惟新增職類若為

未通過之職類，醫院應提具相關改善資料佐證。 

可 
6.2.1 

新進醫事人

員教學訓練

計畫具體可

行，內容適

當 

目的： 
確保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且具完備師資。 

評量項目： 
1.教學訓練計畫依衛生福利部計畫審查結果意見修訂。 
2.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符合附表規定之資格，並確實負責主持教學計畫相關事

務。 
3.各職類之教學訓練計畫教師資格、師生比等事項，應符合附表規定，且教師

於帶領新進醫事人員期間，應適當分配時間從事教學工作與其他工作（如臨

床照護），以維持教學品質。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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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1.查核教學訓練計畫、師資資格（含計畫主持人、教師）及訪談主持人，確認

主持人是否清楚瞭解負責主持計畫相關事務；訪談教師，確認是否清楚教學

訓練內容，及確認教師於帶領受訓人員期間如何安排從事教學訓練工作與其

他工作之比重。 
2.新進醫事人員計畫主持人資格須具「取得教師認證完訓證明」。 

建議佐證資料： 
1.執行中教學訓練計畫書。 
2.訓練計畫主持人及教師資格、名單。 

可 
6.2.2 

適當安排新

進醫事人員

教學課程內

容及教學活

動 

目的： 
確保所安排之課程符合新進醫事人員訓練需求，並兼顧其學習及病人安全。 

評量項目： 
1.收訓新進醫事人員時，應採用具體的學前評估方式，以了解其能力及經驗。 
2.應依受訓人員之能力及經驗，安排合適的訓練課程，兼顧其學習及病人安

全。 
3.應使受訓人員清楚了解其訓練課程安排。 
4.教師應依訓練課程安排進行教學，如因故無法完成訓練課程時，應訂有檢討

補救機制。 
5.訓練時間應合理安排，以兼顧受訓人員之學習與工作需要。 
6.教師對於教學訓練計畫（含訓練課程）之建議有管道可以反映，並參與修訂

計畫。 

[註] 
1.若為新申請評鑑或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選擇受評之職類未有收訓新進醫事

人員者，就該職類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2.申請新增職類就該職類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訪談受訓人員及查閱學習歷程檔案（或學習護照），瞭解學前評估、教學活動

及課程、安全防護訓練、及確認是否清楚後續課程之期程安排。 
2.訪談教師，確認教師於帶領受訓人員期間如何安排從事教學訓練工作與其他

工作之比重，如何依受訓人員能力及經驗調整課程、及是否清楚反映訓練課

程管道或參與修訂訓練課程。 
3.各項例行性教學活動（如晨會、臨床研討會、專題討論、併發症及死亡病例

討論會、病理討論會等）之重點在於教學與討論的互動過程，討論內容是否

記錄或紀錄方式由醫院自行決定即可，委員將透過實地查證或訪談方式了解

執行情況。 
4.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若有收訓受訓人員者，訪談對象建議為實地評鑑當日

在院者，若當日未能出席或已完訓，則可以電話訪談或查閱學習檔案、紀錄

等方式進行。 

建議佐證資料： 
1.教學訓練計畫、各科教學活動及課程表、安全防護訓練。 
2.學習歷程檔案（或學習護照）。 
3.因故無法上課之學員之補訓措施。 
4.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教學成效指標：【指標 6-受訓人員學習成效評估與

改善，並回饋結果。】與量性指標：【指標 3-新進受訓人員接受二項(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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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上之學前評估比率】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料。 

5.教師對訓練課程反映管道、或相關紀錄。 
6.學前評估相關紀錄。 

可 
6.2.3 

評估教學成

效並提供新

進醫事人員

雙向回饋機

制 

目的： 
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新進醫事人員訓練成果，以適時教學改進。 

評量項目： 
1.教師應針對學習過程中的問題，給予受訓人員回饋。 
2.訓練單位應提供管道供受訓人員反映問題，並予以適當回覆。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受訓人員學習成

果。 

[註] 
1.若為新申請評鑑或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選擇受評之職類未有收訓新進醫事

人員者，就該職類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2.申請新增職類就該職類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訪談受訓人員或查閱學習歷程檔案（或學習護照），瞭解學習評量回饋、及

對教師之教學評估。 
2.訪談教師，瞭解雙向回饋及教學改進之執行情形。 

建議佐證資料： 
1.學習歷程檔案（或學習護照）。 
2.學後評估相關紀錄。 
3.受訓人員反映問題管道及教學檢討紀錄。 
4.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教學成效指標：【指標 5-教師教學成效評估與改

善，並回饋結果】與量性指標：【指標 7-教師接受多元教學評估比率】之填

報內容與佐證資料。 
5.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教學成效指標：【指標 6-受訓人員學習成效評估與

改善，並回饋結果】與量性指標：【指標 4-受訓人員完成每一訓練階段後評

估比率】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料。 

可 
6.2.4 

新進醫事人

員之學習成

果分析與改

善 

目的： 
評估新進醫事人員訓練成果及提供輔導與補強機制，以達訓練目標。 

評量項目： 
1.受訓人員之學習成果應符合訓練目標之要求，例如能展現臨床教學活動之成

效。 
2.對學習成果不佳之受訓人員，訂有輔導機制並落實執行。 
3.檢討教學成效，並適時修訂訓練課程。 

[註] 
1.若為新申請評鑑或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選擇受評之職類未有收訓新進醫事

人員者，就該職類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2.申請新增職類就該職類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訪談受訓人員或教師，確認學習成果不佳之輔導與補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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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6 年版評量項目 
2.訪談教師，是否有依受訓人員學習成果適時修訂教學訓練計畫。 

建議佐證資料： 
1.學習歷程檔案（或學習護照）。 
2.學習成果不佳定義，及輔導與補強機制。 
3.檢討修正教學訓練計畫機制及相關紀錄。 
4.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教學成效指標：【指標 6-受訓人員學習成效評估與

改善，並回饋結果。】與量性指標：【指標 5-完訓受訓人員通過完訓後評估

比率】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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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計畫主持人資格與師資 
職類

條次 
A-1 藥事 A-2 醫事放射 A-3 醫事檢驗 A-4 牙體技術 

第 6.1 節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執行與成果 

6.1.1 

計 畫 主 持

人資格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經驗 5

年以上藥事執業經驗之專

任藥師，且通過實習指導

藥師訓練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經驗 5

年以上醫事放射執業經驗

之專任醫事放射師，且通

過實習指導醫事放射師訓

練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經驗 5

年以上醫事檢驗執業經驗

之專任醫事檢驗師，且通

過實習指導醫事檢驗師訓

練 

具臨床教學經驗 3 年以上

牙體技術執業經驗之專任

牙體技術師 

教 師 與 實

習 學 生 人

數比例 

不得低於 1：1 (即每 1 位教

師於同一時期至多指導 1

名學生) 

不得低於 1：1(即每 1 位教

師於同一時期至多指導 1

名學生)，惟放射診斷實習

應不得低於 2：1 (即每 2 位

教師於同一時期至多指導 1

名學生) 

不得低於 2：1 (即每 2 位

教師於同一時期至多指導

1 名學生) 

不得低於 1：3 (即每 1 位教

師於同一時間至多指導 3

名學生) 

教師資格 

具教學醫院 2 年以上藥事

執業經驗之專任藥師，且

通過實習指導藥師訓練 

具教學醫院 2 年以上醫事

放射執業經驗之專任醫事

放射師 

具教學醫院 2 年以上醫事

檢驗執業經驗之專任醫事

檢驗師 

具 2 年以上牙體技術執業

經驗之專任牙體技術師 

第 6.2 節 新進醫事人員之教學訓練計畫執行與成果 
◎下列新進醫事人員相關規定依衛生福利部最新公告之「臨床醫事

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為準 

6.2.1 

計 畫 主 持

人資格
註 3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經驗 5

年以上藥事執業經驗之專

任藥師，並取得教師認證

完訓證明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經驗 5

年以上醫事放射執業經驗

之專任醫事放射師，並取

得教師認證完訓證明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經驗

5 年以上醫事檢驗執業經

驗之專任醫事檢驗師，並

取得教師認證完訓證明 

具臨床教學經驗 3 年以上

牙體技術執業經驗之專任

牙體技術師，並取得教師

認證完訓證明 

教 師 與 受

訓 人 員 人
不得低於 1: 3（即每 1 位教師於同一時期至多指導 3 名受訓人員），且教師應為醫院專任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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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類

條次 
A-1 藥事 A-2 醫事放射 A-3 醫事檢驗 A-4 牙體技術 

數比例 

教師資格 依衛生福利部最新公告之「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為準 

註 1：實習學生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與新進人員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得為同一人。 
註 2：師生比，係指申請職類之整體師生比，非以部門區隔。 
註 3：教師認證完訓，係指經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認證師資培育制度機構之完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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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資格與師資 
職類

條次 
B-1 護理 B-2 營養 B-3 呼吸治療 B-4 助產 B5-聽力 

第 6.1 節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執行與成果 

6.1.1 

計 畫 主

持 人 資

格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經

驗 5 年以上護理執業經

驗之專任護理師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

學經驗 5 年以上營

養執業經驗之專任

營養師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

學經驗 5 年以上呼

吸治療執業經驗之

專任呼吸治療師 

具臨床教學經驗 5 年

以上產科臨床執業經

驗之專任婦產科醫

師、助產師或護理師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

經驗 3 年以上聽力執

業經驗之專任聽力師 

教 師 與

實 習 學

生 人 數

比例 

不得低於 1：8（即每 1

位教師於同一時期至多

指導 8 名學生），但綜

合臨床實習與護理行政

實習不在此限 

不得低於 1：4 (即

每 1 位教師於同一

時期至多指導 4 名

學生) 

不得低於 1：4(即每

1 位教師於同一時期

至多指導 4 名學生) 

不得低於 1：7 (即每 1

位教師於同一時期至

多指導 7 名學生) 

不得低於 1：2 (即每

1 位教師於同一時期

至多指導 2 名學生) 

教 師 資

格 

具有下列資格任一者： 

1.實習指導老師（學校老師

臨床指導護生）：至少應

有 1 年以上教學醫院臨床

經驗之護理碩士，或 3 年

以上臨床經驗之護理學

士。 

2.護理臨床教師（臨床護理

人員指導實習護生）：須

具教學醫院 3 年以上臨床

護理經驗之專任護理師 

具教學醫院 2 年以

上營養執業經驗之

專任營養師 

具教學醫院 3 年以

上呼吸治療執業經

驗之專任呼吸治療

師 

具有下列資格任一者： 

1.實習指導老師（學校老

師臨床指導學生）：至

少應有 1 年以上教學醫

院臨床經驗之助產碩

士，或 3 年以上臨床經

驗之助產或護理學士。

2.助產臨床教師（臨床醫

護助產人員指導實習學

生）：專任婦產科專科

醫師；或具教學醫院 3 

年以上助產執業經驗之

專任助產師；或具教學

醫院 3 年以上產科執業

具教學醫院 3 年以上

聽力執業經驗之專任

聽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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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類

條次 
B-1 護理 B-2 營養 B-3 呼吸治療 B-4 助產 B5-聽力 

經驗之專任護理師，並

有助產師執照，且以助

產師執業登記。 

其 他 規

定 

病床數與實習學生人數

之比例不得低於 5： 1

（即每 5 個病床至多收

訓一名實習學生），但產

科、兒科及精神科不得

低於 3：1 

無 無 無 無 

第 6.2 節 新進醫事人員之教學訓練計畫執行與成果 
◎下列新進醫事人員相關規定依衛生福利部最新公告之「臨床醫事人

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為準 

6.2.1 

計 畫 主

持 人 資

格
註 3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經

驗 5 年以上護理執業經

驗之專任護理師，並取

得教師認證完訓證明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

學經驗 5 年以上營

養執業經驗之專任

營養師，並取得教

師認證完訓證明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

學經驗 5 年以上呼

吸治療執業經驗之

專任呼吸治療師，並

取得教師認證完訓

證明 

具臨床教學經驗 5 年

以上產科臨床執業經

驗之專任婦產科醫

師、助產師或護理

師，並取得教師認證

完訓證明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

經驗 3 年以上聽力執

業經驗之專任聽力

師，並取得教師認證

完訓證明 

教 師 與

受 訓 人

員 人 數

比例 

不得低於 1: 3（即每 1 位教師於同一時期至多指導 3 名受訓人員），且教師應為醫院專任人員 

教 師 資

格 
依衛生福利部最新公告之「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為準 

註 1：實習學生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與新進人員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得為同一人。 
註 2：師生比，係指申請職類之整體師生比，非以部門區隔。 
註 3：教師認證完訓，係指經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認證師資培育制度機構之完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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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資格與師資 

職類

條次 
C-1 物理治療 C-2 職能治療 C-3 臨床心理 C-4 諮商心理 C-5 語言治療 

第 6.1 節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執行與成果 

6.1.1 

計畫主持

人資格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

經驗 5 年以上物理治

療執業經驗之專任物

理治療師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

經驗 5 年以上職能治

療執業經驗之專任職

能治療師 

具臨床教學經驗 5

年以上臨床心理執

業經驗之專任臨床

心理師 

具臨床教學經驗 5 年

以上諮商心理執業經

驗之專任諮商心理師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

經驗 3 年以上語言治

療執業經驗之專任語

言治療師 

教師與實

習學生人

數比例 

不得低於 1：3 (即每 1

位教師於同一時間至

多指導 3 名學生) 

不得低於 1：3 (即每

1 位教師於同一時期

至多指導 3 名學生) 

不得低於 1：3 (即每

1 位教師於同一時

期至多指導 3 名學

生) 

不得低於 1：2 (即每

1 位教師於同一時期

至多指導 2 名學生) 

不得低於 1：2 (即每

1 位教師於同一時期

至多指導 2 名學生) 

教師資格

具教學醫院 3 年以上

物理治療執業經驗之

專任物理治療師 

具教學醫院 2 年以上

職能治療執業經驗之

專任職能治療師 

具有下列資格任一

者： 

1.醫院之臨床教師：

具臨床執業經驗 2

年以上臨床心理師

執業經驗之專任臨

床心理師。 

2.學校所聘之臨床心

理教師：須在大學

臨床心理學相關系

所教授臨床心理學

相關課程，領有臨

床心理師證書，且

受醫院聘請提供臨

具 2 年以上心理治療

臨床執業經驗之專任

諮商心理師、或精神

科專科醫師 

具教學醫院 3 年以上

語言治療執業經驗之

專任語言治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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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類

條次 
C-1 物理治療 C-2 職能治療 C-3 臨床心理 C-4 諮商心理 C-5 語言治療 

床服務與兼任臨床

督導者，其中具博

士學位者應具 1 年

以上、碩士學位者

應具 2 年以上、學

士學位者應具 5 年

以上教學醫院臨床

經驗。 

第 6.2 節 新進醫事人員之教學訓練計畫執行與成果 
◎下列新進醫事人員相關規定依衛生福利部最新公告之「臨床醫事人

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為準 

6.2.1 

計畫主持

人資格
註 3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

經驗 5 年以上物理治

療執業經驗之專任物

理治療師，並取得教

師認證完訓證明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

經驗 5 年以上職能治

療執業經驗之專任職

能治療師，並取得教

師認證完訓證明 

具臨床教學經驗 5

年以上臨床心理執

業經驗之專任臨床

心理師，並取得教

師認證完訓證明 

具臨床教學經驗 5 年

以上諮商心理執業經

驗之專任諮商心理

師，並取得教師認證

完訓證明 

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

經驗 3 年以上語言治

療執業經驗之專任語

言治療師，並取得教

師認證完訓證明 

教師與受

訓人員人

數比例 

不得低於 1: 3（即每 1 位教師於同一時期至多指導 3 名受訓人員），且教師應為醫院專任人員 

教師資格 依衛生福利部最新公告之「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為準 

註 1：實習學生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與新進人員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得為同一人。 
註 2：師生比，係指申請職類之整體師生比，非以部門區隔。 
註 3：教師認證完訓，係指經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認證師資培育制度機構之完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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