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事放射師進階制度醫事放射師進階制度
範本公版討論與共識會
報告人: 黃美蘭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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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一緣由
103年3月29日103年度「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綜合討論會議」暨「全國醫學

像 放射 主 院 事放射主管座談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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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出席代表 魏毓芬副主任兼教學計畫主持人出席代表：魏毓芬副主任兼教學計畫主持人

案 由：本醫事放射師職類是否有「進階師資」認定的定義?

說 明 1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第二章2 1 2項第1(3)款 醫院應訂有教學說 明：1.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第二章2.1.2項第1(3)款，醫院應訂有教學
相關之升遷及升等等措施。

2.醫院自103年要求臨床老師取得「進階教師」資格，我們希望知道所謂「進階教醫院 年要 臨 師 得 階教師 資格， 希 知 所 階教
師」資格的定義與如何取得此資格。

決 議：「進階師資」認定的定義牽涉範圍廣泛，且公私立醫院標準亦不同，因
此建議醫院先參考已執行醫院相關資料 至於公版標準將由中華民國醫事放射此建議醫院先參考已執行醫院相關資料。至於公版標準將由中華民國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研議後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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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二緣由二
105年7月9日第5屆第1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案由類別：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及權益促進委員會

提 案 人：魏聰文常務監事

案 由：敬請擬訂本團體醫事放射師「進階制度」。

說 明：1.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量項目第二章2.1.2 項第1(3)款，醫院應訂有教
學相關之升遷及升等等措施學相關之升遷及升等等措施。

2.近日屢有會員反映，本年度醫院及教學醫院評鑑，有諸多評鑑委員詢問有關進階
事宜，因此建請全聯會擬訂，因 建 聯會擬

決 議：本案通過，由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江志明主任委員主導並請權益
促進委員會黃美蘭主任委員共同協助，並於下次理監事會議提出工作小組名單
及工作網要及工作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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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三緣由三
106年7月8日第6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事會議

案由類別：權益促進委員會

提 案 人：林明芳理事

案 由：敬請擬訂本團體醫事放射師「專業進階制度」。

說 明：1.現在公家醫院有師一級、師二級、師三級，私人醫院則由各單位自訂，
在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只有藥師 護理師通過 因為他們有全國的公版的專業進在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只有藥師、護理師通過，因為他們有全國的公版的專業進
階制度，因此建請全聯會擬訂。

2.建議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在教學醫院評鑑，關於醫事放射師的「建 團法 醫院評 醫療 質策 會 教 醫院評 ，關於醫 放 師
專業進階制度」不但要有計畫，更要有具體的成效。

決 議：本案由權益促進委員會進行，並於本會第6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提出建
議案討論議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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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名單委員會名單
台大醫院 蘇茂源 技術長台大醫院 蘇茂源 技術長
奇美醫院 黃美蘭 組長
林口長庚 林育駿 組長林口長庚 林育駿 組長
高雄醫學附設醫院 蘇仁沛 組長
彰化秀傳醫院 黃國川 組長
嘉義基督教醫院 陳嘉宏 組長
輔英醫院 洪三和 組長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魏毓芬 副主任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魏毓芬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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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醫院提供資料感謝各醫院提供資料
北市聯合醫院 秀傳醫院北市聯合醫院
萬芳醫院

秀傳醫院
林口長庚

亞東醫院
嘉義基督教醫院

新竹臺大醫院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

奇美醫院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奇美醫院

高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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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方向討論方向

放射醫事放射師進階(晉升)階層定義

醫事放射師進階(晉升)構面定義放 ( )

進階(晉升)各項構面細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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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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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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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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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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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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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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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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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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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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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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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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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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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藥師專業進階制度護理 藥師專業進階制度
階層

名稱類別 組織 階級 升任最高階時間 外審階級

專科護理師進階制度 台灣專科護理學會 5 NP Ⅰ、Ⅱ、Ⅲ、Ⅳ

、V 5年
NP Ⅲ、NP 
Ⅳ、NP V

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
能力進階制度 台灣護理學會 5 N 0、1、2、3、4 3年 N3、N4

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 社團法人臺灣臨床藥學會 5 P 0、1、2、3、4 4年 P4

名稱類別 1 2 3 4 5 6

專科護 師進階制度 教學能力 領導 行政 究 臨床職業與成效 基本條件

構面

專科護理師進階制度 教學能力 領導/行政/研究 臨床職業與成效 基本條件
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
能力進階制度 在職教育 學術能力 教學能力 行政 臨床實務能力

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 在職教育 學術 教學 專業領導 核心執業 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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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 在職教育 學術 教學 專業領導 核心執業 年資



醫事放射師專業進階制度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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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進階分級層級與定義醫事放射師進階分級層級與定義
• 說明:依各醫院分級階層以4級或0~4級為最多，不同名稱階級，待後續

制定同等對照 請討論醫事放射師進階分級層級制定同等對照，請討論醫事放射師進階分級層級

共識• 委員共識:

階級 0 級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認定標準
構面 年資 專業核心能力 專業領導 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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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一、年資構面 年資
• 委員意見:

階級
0 1 2 3 4

具有證照 完成新進或PGY訓練 階級1 滿1年 階級2 滿2年 階級3 滿3年

通過試用期，完成新進
人員與PGY訓練

臨床工作滿2年
(或執業登記滿2年)

臨床工作滿3年
(或執業登記滿3年)

臨床工作滿4年
(或執業登記滿4年)

臨床工作滿5年
(或執業登記滿5年)

完成新進或PGY訓練 試用期過後 臨床工作滿2年 階級2 滿3年 階級3 滿3年

完成新進或PGY訓練 臨床工作滿2年 臨床工作滿3年 臨床工作滿5年 臨床工作滿10年

完成新進或PGY訓練 正式任用 臨床工作滿3年 臨床工作滿3年 臨床工作滿3年

試用期滿(3個月) 年資滿1年 階級1 滿3年 階級2 滿3年 階級3 滿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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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用期滿(3個月) 年資滿1年 階級1 滿3年 階級2 滿3年 階級3 滿3年



構面一、年資構面 年資

委員共識• 委員共識:

0級 1級 2級 3級 4級

年資 具有證照 臨床工作
年資滿1年

臨床工作
年資滿2年

臨床工作
年資滿5年

臨床工作
年資滿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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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二、專業核心能力構面二 專業核心能力
• 委員意見:

階級

0 1 2 3 4

熟悉環境與工作流程 能獨立完成一項常規放射
診療工作

能獨立完成二項(含以上)放
射診療工作

1 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

1.醫學影像與放射專業知
識

1.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
識
2.病人照護
3.能獨力完成臨床影像檢

1.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
識
2.病人照護
3.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能
力

1.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
識
2.病人照護
3.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能
力

1.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
識
2.病人照護
3.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能
力
4 專業素養識

2.能熟悉放射檢查業務
3.能獨力完成臨床影像檢
查等工作
4.能執行正確且良好的影
像品質稽查品管作業

力
4.DOPS案例評估、Mini-
CEX評估及建議案例。

力
4.專業素養
5.具獨立指導實習生及新
進人員的能力及經驗

4.專業素養
5.提升本職技能
6.分析醫事放射師教學訓
練計畫相關資料與醫事放
射師學員多元評核機制

了解部門病患安全事項 能獨立操作X光機，完成
一項常規檢查 能獨立完成二項診療作業

1 熟悉二項放射診療作業
2 能指導實習生與新進人
員。

1 熟悉部門所有診療作業
2 能監控影像品質
3 具跨部門協調溝通能力

1.能獨立操作X光機.對各項
檢查步驟熟悉

需要有跨組訓練
(CT.MRI.IV.MM)

有操作(獨立)兩種以上特殊
X光攝影技術

負責攝影技術品管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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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步驟熟悉
2.具有國健乳篩、乳房品
保、CT品保、輻防師(員)

任一資格

光攝影技術



• 委員意見:員
階級

0 1 2 3 4

必:

必:                                        

能獨力完成一項放射診療

必:                                        

能獨立完成二項以上(含)放
射診療工作，且通過評核
(院內審)                               

選:

必:  

能獨立完成二項以上(含)放
射診療工作，且通過評核
(全聯會認證)                        

選:
1 具獨立指導新進員工之

必: 

能獨立完成二項以上(含)放
射診療工作，且通過評核
(全聯會認證)                      

選:  

工作，且通過評核(院內審)
選:
1參與跨領域團隊照護訓練
並完成幾例個案報告
2.參與品管圈活動

1.具獨立指導新進員工之
能力與經驗
2.負責帶領品管圈活動
3.具專業核心課程講師能
力與經驗(院內審)                

1.進階專業能力認證(全聯
會認證)                                 
2.放射相關品管改善專案
(全聯會認證)              

1.完成資訊系統操作訓練
(含PACS、RIS等資訊系統

1.專業技能基礎等級儀器
操作能力
2.能獨立操作急診CT (基礎

1.能獨立操作急診MRI (基
礎2項含影像上傳正確)        
2.輪急診三班1年有4個月的
經驗
3.在院內啟用第二張專業

1.在院內啟用第二張專業
證照（國健乳篩、乳房品
保、CT品保、輻防師（員）
2.進階專業能力一項（實

1 在院內啟用第二張專業
(含 、 等資訊系統
操作)     2.專業技能基礎等
級儀器操作能力
3.能獨立操作急診CT (基礎
5項含影像上傳正確)

能獨立操作急診 (基礎
5項含影像上傳正確)            
3.能獨立操作急診MRI (基
礎2項含影像上傳正確)        
4.輪急診三班1年有4個月的
經驗

在院內啟用第 張專業
證照（國健乳篩、乳房品
保、CT品保、輻防師（員）
4.進階專業能力一項（實
際操作6個月以上經驗）
5.進階專業能力兩項以上

進階專業能力 項（實
際操作6個月以上經驗）
3.進階專業能力兩項以上
（單項實際操作12個月以
上經驗）
4.高階專業能力 (實際操作

1.在院內啟用第二張專業
證照（國健乳篩、乳房品
保、CT品保、輻防師（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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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 5.進階專業能力兩項以上
（單項實際操作12個月以
上經驗）

4.高階專業能力 (實際操作
12個月以上經驗）



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力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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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二、專業核心能力構面二 專業核心能力
• 委員共識:

0級 1級 2級 3級 4級

1 醫學影像及放
1.醫學影像及放
射科學知識

專
業
核 1 醫學影像與放

1.醫學影像及放
射科學知識

1.醫學影像及放
射科學知識

1.醫學影像及放
射科學知識

2.病人照護

射科學知識

2.病人照護

核
心
能
力

1.醫學影像與放
射專業知識

射科學知識

2.病人照護

2.病人照護

3.醫病關係及團
隊溝通能力

2.病人照護

3.醫病關係及團
隊溝通能力

3.醫病關係及團
隊溝通能力

4 專業素養力 隊溝通能力
4.專業素養

4.專業素養

5.提升本職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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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三、專業領導構面三 專業領導
• 委員意見: (專業領導可以非主管，各項活動領導，可含研究專案)

階級

0 1 2 3 4
1.有能力舉辦醫療團隊成員教育/

研討會活動
2.具寫評鑑條文/公文書寫之能力

1.績效設定與檢討面談溝通技巧
2.擔任醫院/專業學會/公會組織具寫評鑑條文 公文書寫之能力

3.參與品管活動一次以上(QCC、
HFMEA、RCA等)     
4.執行品質改善之能力(放射作業
安全、病患照護流程等)               
5 具有處理客訴案件之能力

擔任醫院 專業學會 公會組織
領導者的角色
3.統籌規劃評鑑事務，且成效良
好
4.具有危機處理之能力

5.具有處理客訴案件之能力
1.參與品管
2.參與評鑑條文或
程序書撰寫訓練

1.參與品管訓練、活動
2.撰寫評鑑條文或程序書
3.參與主管(培訓)訓練課程

1.執行品管活動
2.評鑑條文或程序書負責人
3.當任科內小組長

1.主持品管活動
2.評鑑條文或程序書負責人
3.當任科室主管

1.具臨床教師資格(含師培
學分10分或以上)
2.帶實習生臨床教學經驗
(憑DOPS表單或課程簡報)
3 擔任教補計畫承辦人員

1. 具臨床教師資格(含師培學分
10分或以上)
2. 具臨床教師3年資格 (以醫策
會認定)
3 擔任教補計畫承辦人員(導師)

1.具臨床教師資格(含師培學分
10分或以上)
2.具臨床教師3年資格 (以醫策
會認定)
3 擔任教補計畫承辦人員(導師)3.擔任教補計畫承辦人員

(導師)
3. 擔任教補計畫承辦人員(導師)
4. 教學計畫主持人

3.擔任教補計畫承辦人員(導師)
4.教學計畫主持人
5.具學校或教育訓練授課或院內
外專題演講經驗



構面三、專業領導構面三 專業領導
• 委員共識:

0級 1級 2級 3級 4級

專
業

1 參與品管訓練 活動
1.執行品管活動
2 參與或協助評鑑相關

1.主持品管活動
2.擔任評鑑條文負責人

領
導

1.參與品管訓練、活動2.參與或協助評鑑相關
業務

3.擔任醫院/專業學會/

公會組織幹部的角色



構面四、學術研究構面四 學術研究
• 委員意見:量化

階級階級
0 1 2 3 4

1.醫事放射相關學會壁報
發表（限第 作者）或醫

1.參與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一場以
上

1.研究成果發表，五年內以期刊
發表一篇以上(限第一或通訊作
者)。發表（限第一作者）或醫

事放射相關學會口頭報告
（限第一作者）一篇
2.擔任單位內或實習生教
學課程一次以上

上
2.具臨床教師3年資格 (以醫策會
認定)
3.具獨立指導實習生或新進人員
的能力及經驗

者)。
2.擔任研究計畫案之主持人或協
同計畫主持人一件
3.具獨立指導實習生或新進人員
的能力及經驗
4 具學校或持續教育授課或院內學課程 次以上 的能力及經驗
4. 具學校或持續教育授課或院內
外專題演講的經驗

期刊發表一篇或考取輻防師 期刊發表一篇
1.醫事放射相關學會壁報發表（限第一作者）
2 醫事放射相關學會 報告 限第 作者2.醫事放射相關學會口頭報告（限第一作者）
3.專業期刊發表論文（限第一或通訊作者）
4.受邀擔任學術研討會座長/專題演講
5.發表獲獎者
6.擔任研究計畫案之主持人或協同計畫主持人6.擔任研究計畫案之主持人或協同計畫主持人
7.參與及執行研究計畫者
8.參與研究計畫相關教學課程/會議



構面四、學術研究構面四 學術研究
• 委員意見:量化

階級

0 1 2 3 40 1 2 3 4

1.論文須以發表於具「審查
制度」之期刊(含品質改善專
案)，且為第一、第二、第三
作者或通訊作者為限

論文以發表於具「審查制度」
之期刊(含品質改善專案) 且

論文以發表於具「審查制
度」之期刊(不含品質改善作者或通訊作者為限。

2.口頭或海報發表之學會文
章(含品質改善專案)，以第一
作者為限。
3.品質改善專案

之期刊(含品質改善專案)，且
為第一、第二或通訊作者為限。

度」之期刊(不含品質改善
專案)，且為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為限。

1.臨床教學時數(含學生或PGY

或單位在職):免
2.學術單位主講次數(含科內，
全院性，院外):1
3 專業繼續教育學分數或專業

1.臨床教學時數(含學生或
PGY或單位在職):5
2.學術單位主講次數(含科內，
全院性，院外):1
3 專業繼續教育學分數或專

1.臨床教學時數(含學生或PGY

或單位在職):8
2.學術單位主講次數(含科內，
全院性，院外):2
3 專業繼續教育學分數或專業

1.臨床教學時數(含學生或
PGY或單位在職):10
2.學術單位主講次數(含科
內，全院性，院外):2
3 專業繼續教育學分數或專3.專業繼續教育學分數或專業

證照有效學分數:25積分/年
4.參加科內學術研討會次數:10

次/年
5.案例討論或專業文章或品管

3.專業繼續教育學分數或專
業證照有效學分數:25積分/年
4.參加科內學術研討會次
數:12次/年
5.案例討論或專業文章或品

3.專業繼續教育學分數或專業
證照有效學分數:25積分/年
4.參加科內學術研討會次數:15

次/年
5.案例討論或專業文章或品管

3.專業繼續教育學分數或專
業證照有效學分數:25積分/

年
4.參加科內學術研討會次
數:18次/年案例討論或專業文章或品管

圈或專業提案或實證醫學(擇
一):免
6.學術發表:免

案例討論或專業文章或品
管圈或專業提案或實證醫學
(擇一):要
6.學術發表:海報論文

案例討論或專業文章或品管
圈或專業提案或實證醫學(擇
一):要
6.學術發表:海報論文或口頭論
文

數 次 年
5.案例討論或專業文章或品
管圈或專業提案或實證醫
學(擇一):要
6.學術發表:期刊論文



構面四、學術研究構面四 學術研究
• 委員意見:量化

階級階級
0 1 2 3 4

1. 繼續教育課
程25小時/年或以

1. 繼續教育課程25小時/年
或以上

1. 參與國際性學術研討會( ≥ 1場/

年)
2 出席科內教學會或課程12次/

1. 參與國際性學術研討會( ≥ 1場/

年)
2. 出席科內教學會或課程12次/程 小時 年或以

上
2. 出席科內教學
會或課程12次/年
或以上
3 教案影片製作

或以上
2. 出席科內教學會或課程
12次/年或以上
3. 教學課程口頭報告3次/

年或以上
4 教案影片製作(三個或以

2. 出席科內教學會或課程12次/

年或以上
3. 教學課程口頭報告3次/年或以
上
4. 教案影片製作(三個或以上)

出席科內教學會或課程 次
年或以上
3. 教學課程口頭報告3次/年或以
上
4. 教案影片製作(三個或以上)
5 3年內以單位名義發表口頭或3. 教案影片製作

(三個或以上)
4. 教案影片製作(三個或以
上)

教案影片製作(三個或以上)
5. 3年內以單位名義發表口頭或
壁報論文(至少一篇)

5. 3年內以單位名義發表口頭或
壁報論文(至少一篇)
6. 3年內國內、外期刊論文發表
或國際會議論文發表



構面四、學術研究構面四 學術研究
• 委員共識:

0級 1級 2級 3級 4級

1.醫事放射相關學會口
1.公學會認定之專業期
刊發表論文（限第

學
術

1.醫事放射相關學會壁
報發表（限第一作者）
教學:

醫事放射相關學會口
頭報告（限第一作者）
教學:
2.參與學生或PGY教學
活動或教學課程與會

刊發表論文（限第一
或通訊作者）或擔任
研究計畫案之主持人

術
研
究

教學:
2.參與學生教學活動或
教學課程與會議(公學
會舉辦)

活動或教學課程與會
議(公學會舉辦)
3.具臨床教師3年資格
(以醫策會認定)

教學
2.擔任學校、或繼續教
育授課、或院內外專
題演講

4.擔任繼續教育授課主
講(含單位內)

題演講
3.具臨床教師3年資格
(以醫策會認定)



醫事放射師專業進階制度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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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級 1級 2級 3級 4級

年資 具有證照 臨床工作年資滿1年 臨床工作年資滿2年 臨床工作年資滿5年 臨床工作年資滿8年

專業
1 醫學影像與放 1.醫學影像及放射

1.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
知識

1.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
知識

2.病人照護

1.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
知識

2.病人照護
3 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核心

能力

1.醫學影像與放
射專業知識 科學知識

2.病人照護
2.病人照護

3.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
能力

3.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
能力

4 專業素養

3.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
能力

4.專業素養

4.專業素養 5.提升本職技能

專業 1 參與品管訓練 活動

1.執行品管活動
1.主持品管活動

2.擔任評鑑條文負責人業
領導

1.參與品管訓練、活動 2.參與或協助評鑑相關
業務

擔任評 條文負責人

3.擔任醫院/專業學會/
公會組織幹部

1.醫事放射相關學會口頭 1.公學會認定之專業期刊

學術
研究

1.醫事放射相關學會壁報
發表（限第一作者）
教學:
2 參與學生教學活動或教

報告（限第一作者）
教學:
2.參與學生或PGY教學活
動或教學課程與會議(公
學會舉辦)

發表論文（限第一或通訊
作者）或擔任研究計畫案
之主持人

教學研究 2.參與學生教學活動或教
學課程與會議(公學會舉
辦)

學會舉辦)
3.具臨床教師3年資格 (以
醫策會認定)
4.擔任繼續教育授課主講
(含單位內)

教學
2.擔任學校、或繼續教育
授課、或院內外專題演講
3.具臨床教師3年資格 (以
醫策會認定)



討論與共識討論與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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