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 

主題：臨床教師教學技巧訓練 
 

 時 程 表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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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活動時點：中區 104 年 5 月 30 日(星期六)•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0212 教室】 

北區 104 年 6 月 13 日(星期六)•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檢驗大樓 6 樓大禮堂】 

學    分：醫事放射師師資培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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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者 
08:30∼08:50  學員簽到 

08:50∼09:00  開幕式：黃敏雄理事長（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09:00～10:00 60 醫事放射師可用的教學技巧 
江志明主任秘書 

柏忕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10:00～11:00 60 學習成效e化評估分享 
吳茂昌副主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影像診療部 

11:00～12:00 60 醫事放射臨床教學教材製作 
蔡維達技術主任 

大林慈濟醫院放射腫瘤科醫學物理中心 

12:00∼13:00  午 餐 

13:00∼14:00 60 投影片設計與簡報技巧分享 
陳嘉宏組長 

嘉義基督教醫院影像醫學科 

14:00∼15:00 60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課程及
教案分享 

林文斾組長 
三軍總醫院放射診斷部 

15:00∼15:50 50 

放射診斷組新進人員與實習學生
課程設計、教案的差異性 

杜俊元組長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放射線科 

放射治療組新進人員與實習學生
課程設計、教案的差異性 

蔡維達技術主任 
大林慈濟醫院放射腫瘤科醫學物理中心 

核子醫學組新進人員與實習學生
課程設計、教案的差異性 

楊邦宏醫事放射師(北區) 
臺北榮民總醫院核子醫學部 

林雯君醫事放射師(中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核子醫學部

15:50∼17:30 100 

放射診斷組：課程設計(含進階)、
教案寫作之分組討論與共識 

黃建中組長/杜俊元組長 
林文斾組長 

放射治療組：課程設計(含進階)、
教案寫作之分組討論與共識 

蔡維達技術主任 
黃國明技術長 

核子醫學組：課程設計(含進階)、
教案寫作之分組討論與共識 

楊邦宏醫事放射師/杜高瑩醫事放射師(北區) 

楊邦宏醫事放射師/林雯君醫事放射師(中區) 

17:30∼18:20 50 研習成效評估與檢討 
黃敏雄理事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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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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師可用的教學技巧

CBD、PBL、TBL

黃金一分鐘教學法執行方法

【望、聞、問、切】你教了沒?
江志明江志明

柏忕健康管理中心柏忕健康管理中心 技術主任技術主任//主任秘書主任秘書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醫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常務理事常務理事

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常務理事常務理事

中台科技大學、中台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部定助理教授部定助理教授

從教學評量到回饋

前言

醫學(事)專業領域教學基本理論

醫學(事)專業領域評量基本理論

醫學(事)教學、評量與回饋方法與技巧

醫學(事)專業領域的領悟、感動、圓滿

醫學(事)專業領域教學基本理論

傳統教學理念
教必須要教的

集中階段學習

調整教學理念
引領尋求答案

終身學習集中階段學習

遵守權威

師徒傳授

以錯誤學習知事

容許挑戰權威

實證醫學

模擬、演練、評核、
實作…..。

醫學(事)專業領域教學基本理論

傳統教師的方法
直接教導專業知識
材料

調整教師的方法
引領入門

支持式的教導

多元式的模擬演練示範專業操作

主觀能力認定

多元式的模擬演練

教導

客觀評估

修正、調整教學內容

醫學(事)專業領域教學基本理論

教學目標
1. 醫事專業認知領域 – 我是誰?

放射、醫檢、護理、營養、醫藥….專業知識、學術本能………。

2. 醫事專業情境領域 – 我要做?

為病患…放射、醫檢、護理、營養、醫藥….服務。

3. 醫事專業技能領域 – 我做了?
放射、醫檢、護理、營養、醫藥….

醫學(事)專業領域評量
基本理論

有規劃式的收集學員學習行為資料，與
預設教學目標比對分析，確認學習成效。

以質化—面向多元以質化 面向多元

以量化—可信度高

評量結果—延續或調整教學目標、方法

-- 優質化 教 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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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給他們什麼 他們就給我們什麼

因此要給能力
對年輕學員生最嚴重的剝削是不給該有的學習

以Learner’s Need為中心
的醫學教育

不是讓學生最輕鬆叫做最好， 而是以未來要擔任一位好放
射師有什麼需求，以此為目標去設計發展和執行教學課程

教師應充分明瞭目的是在使學生學到東西，而非展示教師
自己知道什麼東西自己知道什麼東西

所以儘量用發問和引導取代多數的單純的演講式知識灌輸

學前測驗學前測驗

以學習者為中心！?

你會怎麼教?

9

他要怎麼學?

臨床能力的三面向

Attitudes態度Attitudes態度

Skills 技巧

Knowledge 知識

如何評估 ?

多面向評估

Never depends on one 
evaluation

One type or one time

如何避免迷失在濃密的資訊叢林

如何迅速獲得目前最佳證據資訊

資訊爆炸資訊爆炸

如何優游於浩瀚無疆的資訊大海

如何在有限時間有限預算下進行

2009NCKUFM-Y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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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000,000 

2009NCKUFM-YCY

Evidence based

案例導向討論案例導向討論!!!!
Case Base DiscussionCase Base DiscussionCase Base Discussion Case Base Discussion 

(CBD)(CBD)

案例導向討論案例導向討論!!!!
Case Base Discussion (CBD)Case Base Discussion (CBD)

What is Case-Base Discussion?

*由臨床教師針對學員、生所撰寫*由臨床教師針對學員、生所撰寫
之案例報告，進行有系統架構
之面談。

(可將實習護照、學習護照之案例
寫作進一步應用)

Case-base Discussion 是採用一對
一的討論方式進行教學,目的在訓練
學員收集資料與整合的能力

CbD 評量設計

學員收集資料與整合的能力. 

個案討論的內容可依學員的程度調
整.

評量的方向需事先設定.

CbD評估前注意事項：
評估者（臨床老師）
由學員提供的病歷摘要中，挑選一份具有教學
價值（uncertainty or conflict of decision
making）進行討論
事先準備計畫書（planning sheet），參考病事先準備計畫書（planning sheet） 參考病
歷摘要，列出相關問題以測試學員核心能力
Competency：治療處置（Treatment ）
Questions：“What were your options?
Which did you choose? 
Why this one? 
Convince me that you made the right choice.”

CbD評估前注意事項：
挑選安靜環境進行
事先調整臨床工作
關掉手機免受干擾
規劃評估所需時間（取決於案例的複雜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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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評估中注意事項：
進行程序
1. 探索討論（Exploratory discussion）
2. 決策評斷（Making judgments）
3. 提供回饋（Feedback）
4  發展建議（Recommendations for development）4. 發展建議（Recommendations for development）
討論過程不宜以口試方式進行
討論焦點必須放在受訓學員的病例上
評估學員對自己負責的病人，如何進行臨床決策
和應用醫療知識
討論該病歷醫、法、倫相關議題
評估學員病歷記錄的優劣

CbD評估中注意事項：
學員應該解釋
case: what was challenging?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h t  id dwhat was considered;
assumptions made and reasons for them;
investigations ordered; follow up of investigations;
links to other cases;
other key people involved and referrals made;
findings;
what the trainee would do differently;
evidence of adherence to ethical codes of practice.

CbD評估中注意事項：
避免
1. 討論過程太嚴肅（on the hoof）
討論尚未結束就下評斷2. 討論尚未結束就下評斷

3. 沒有給予回饋與建議
總體評估時間不宜超過20分（含討論與回饋）

CbD評估中注意事項：
需註明挑選病例的複雜性
慎重使用評量表全範圍的給分，新進PGY學
員不可能每一項目都達到預期標準，觀察重員不可能每一項目都達到預期標準 觀察重
點在於是否能比前一次進步
為了提高的教育效果，老師與學員應該對當
次評估的優劣及後續改進計畫達成共識

CbD評估後注意事項：
為了達到持續性學習，學員應迅速追蹤該臨
床病例，並提供後續成果。
學員應將討論記錄規律收集於學習歷程檔案
（portfolios）中，除了達到考核的需求外，
也可以配合日常反省實踐記錄（reflective
diary notes）的操作。

Keypoints:
關鍵重點：選擇用來討論的病歷
進行CbD前，臨床老師與受訓學員都必須預
作準備，切忌到了討論時才匆促快速瀏覽病
歷
臨床老師應事先想好討論中預計提出的問題臨床老師應事先想好討論中預計提出的問題
討論重點在於"here and now“
避免“如果（What if）.......”類型的問題
建議改用"What is your next step?"
No need to panic. You’ve got till 2011 to get
used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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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這一次住院的活動性問題是什麼？
有哪些特徵讓您做出這個臆斷診斷？
病人住院之活動性問題鑑別診斷為何？病人住院之活動性問題鑑別診斷為何？
您決定做某項檢查處置的考量是什麼？
您還有考慮過做其他哪些檢查處置？

您是否輔以實證醫學或治療指引？
您是否與病人或家屬討論治療處置之決定醫
法倫？
您有考慮過如何追蹤這位病人？您有考慮過如何追蹤這位病人？
病人的後續追蹤方面有哪些必須注意的地方？
慢性病的追蹤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哪些病人的個別因素引響您的醫療決定？
病人重視的問題與您重視的問題有何差異？
您是如何與病人達到共識醫病溝通？
當病人因素影響醫療決定時您會如何處理呢？
您的醫療決定是否考量病人個人特性、生活
習慣、心理層面、家庭經濟等因素？

是否做到
跨領域醫療團隊照護的呈現
病人之出院準備服務計畫
病人出院後需要之預防醫學服務或持續性照顧
病人出院後之門診追蹤或轉介醫療照護

1.學員至少於實習期間選擇1種攝影檢查、病例治療流程
或各項技術操作流程個案進行評量。

2.由學員自己挑病例個案。

CbD 遊戲規則

3.與評量者(通常為有經驗之臨床教師)約定時間，並於
一週前事先將個案資料送交評量者，讓評量者熟悉個
案情況。

4.每次評量時最好是不同的評量者，且評量者應立即給
予回饋。

評分說明：

從最低1分至最高6分，1~2分為未達預期標準，3分
為接近預期標準，4分為達預期標準，5~6分為高於預

CbD 遊戲規則(範例)

期標準。如果未評量或無法評量該項之表現，則勾選
U/C(unable to comment)。實習學生應達3~4分、新進
醫事放射師應達4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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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影檢查前的準備： 學員可說明該項造影檢
查前的準備事宜,包括
設備,器材,以及病人應注意
的事項.

檢查流程說明 學員可就該項檢查的造影流程說明

評量項目內容說明(範例)

檢查流程說明：學員可就該項檢查的造影流程說明
,包括造影步驟,各項參數設定。

造影檢查程序操作熟悉度：學員可說明及討論造影
技術與檢查程序, 包括
影響造影結果的因素與
造影過程中的注意事項。

影像後處理能力：學員可說明及討論影像處理的方式。

影像結果正確性：學員可說明及討論影像結果的
正確性(如影像亮度,分析結果.
. 等)。

對臨床診斷相關專業能力: 學員就該項檢查對臨床診斷

評量項目內容說明(範例)

上的協助進行說明,藉此
了解學員對該檢查的了解程度.

輻射安全專業能力：學員對於輻射安全包括個人
及病人的輻射影響瞭解程度,
並且對於病人檢查後輻射相關
衛教認知程度。

整體適任：學員可說明及討論該項檢查對臨床的協助。

個案準備能力： 學員收集整理的個案資料充足.

表達能力：學員對於個案能夠清楚說明。

問題回答能力：學員是否能發現個案的問題以及針對教師

問題回應的能力。

評量項目內容說明
( 實習學生) (範例)

問題回應的能力

對臨床診斷相關專業能力: 學員就個案檢查結果對臨床診

斷上的協助進行說明,藉此了

解學員對該檢查的了解程度.

講述時間掌握能力：學員對於口頭報告整體流暢與時間掌

控度

整體適任：學員可說明及討論該項檢查對臨床的協助。

討論內容:

1 如何指導學員挑選個案

小組討論

1. 如何指導學員挑選個案

2. CbD 評量項目

3. 評量進行演練

問題本位學習的理論與實務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PBL 的定義不一，依據 Barrows (2002) 、
Savery (2006) 的定義，PBL 是一種以學生
為中心的教學（和課程）法，使學習者得

PBL的定義

為中心的教學（和課程）法，使學習者得
以主動地透過執行研究、整合理論與實務
和應用知識與技能來發展一個可行的解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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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醫學的知識

2. 臨床技巧

臨床決策

醫學教育的七大基本核心
-2002年世界醫學教育聯盟（WFME）大會

3. 臨床決策

4. 人性關懷

5. 醫學倫理

6. 臨床溝通

7. 社會與行為科學

藉由真實或虛擬的臨床個案，透過小
組討論的方法，讓學生以互動的模式，
主動而積極地學習到臨床決策以及相互

何謂問題導向學習(PBL)?

主動而積極地學習到臨床決策以及相互
溝通的能力。

培養「自我學習、終身學習」及「發
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力。

是醫學教育的世界趨勢。

Partnership-Bond 
Learning

PBLPBL

Population-Behavior-Life 
Sciences

Properly Balanced 
Learning

Problem based learningProblem based learning

全面性的學習效果

人
際
關

知
識
獲關

係
與
合
作

獲
得
與
運
用

經驗傳承與回饋

PBL

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哲學。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學習觀。

訊息處理(i f i i )論

PBL的理論基礎
(Evensen & Hmelo, 2000; Torp & Sage, 2002)

訊息處理(information-processing)論。

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論。

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論。

情境動機(situated motivation)論。

以「認知心理學」為基礎
知識如何被儲存→「結構」
知識如何被運作→「流程」

PBL的理論基礎

知識如何被運作→ 流程」
如何加強學習的效果
強化「結構」→先呈現出
解決問題的方式
強化「流程」→學習者在解答問
題後應立即得到別人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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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 me, I will forget

Show me, I may remember

Involve me, I will understand

以結構模糊的問題(ill-structured problem)來組織學
習內容與學習情境。

PBL的特徵
(Barrows, 1996; Delisle, 1997; Torp & Sage, 2002)

學生扮演問題持有者(stakeholder)的角色。

教學者(tutor)擔任認知的教練(coach)或促進者

(facilitator)。
搭配小組合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
採用多元的評量方式。

引起學生的注意和動機，真實生活的情境。

複雜、開放，沒有固定的解法和標準答案，能引

何謂
“ill-structured problem”?
(Allen et al., 1996; Duch, 2001; Schmidt & Moust, 2000)

複雜、開放，沒有固定的解法和標準答案，能引
發創造、批判等高層思考。

與學生的經驗、先備知識相結合。

整合課程內容所涵蓋的知識和技能。

PBL 並非指稱某一種固定的教學法，可隨教學

目標與實施情境的需要而加以設計 (Barrows, 
1986; Charlin et al., 1998)。

PBL的課程與教學設計

PBL 的實施可依班級大小加以調整；也可依需
要採＂完全的PBL” (full PBL) 或＂混合的

PBL” (hybrid PBL) (沈戊忠, 2005)。

醫學院模式 (medical school model)
8-10名學生和1位導師，以小組會議和討論為主
走動的促進者模式 (floating facilitator model)

PBL的教學模式(Duch, 2001; IDEAS, 2001)

1位導師，全班分為每組4-5人。
同儕導師模式 (peer tutor model)
設置同儕導師擔任走動的促進者。
大班級教學模式 (large class model)
由教師主導各項PBL過程，結合講述、討論等。

問題由誰來選擇？

(課程設計者；教學者；學生自己)
問題的目的為何？

PBL 的各種教學設計
Barrows(1986); Ross(1991); Savoie & Hughes(1994)

(學習知識或技能；引發內在動機；實務問題)
教育目標為何？由誰控制？

(教學者；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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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任務的本質為何？

(解釋現象；進行診斷；計畫探究)

PBL 的各種教學設計
Barrows(1986); Ross(1991); Savoie & Hughes(1994)

問題的呈現型式為何？

(論文個案；虛擬或真實病人)

教學者(tutor)的角色為何？

(促進者；決定者) 

學生的學習歷程為何？

(學生獨立；小組有導師；小組無導師)
學習資源的使用與取得？

PBL 的各種教學設計
Barrows(1986); Ross(1991); Savoie & Hughes(1994)

學習資源的使用與取得？

(問題設計者提供；學生自覓)
如何評量學生的學習成就？

(個人成就或小組表現；產物或表現)

建構一個廣泛、彈性的知識基礎。

成為有效的團隊合作者。

發展有效的問題解決技能。

PBL的教學目標
(Barrows, 1986; Norman & Schmidt, 1992)

具備內在學習動機。

發展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 
SDL）技能。

課程（學習單元；教學模組）與教學
（各類學習輔助工具、多元評量方法）

教學者(tutor)在PBL中的
任務

(Gallagher, 1997; Hmelo-Silver & Barrows, 2006)

（各類學習輔助工具 多元評量方法）
的設計者。

問題解決或探究 (inquiry)歷程各項知能
的示範者與合作者。

學習的指導者與促進者 (顧問，mentor)
1 幫助學生了解解題情境，透過提問與

教學者(tutor)在PBL中的任
務

(Gallagher, 1997; Hmelo-Silver & Barrows, 2006)

1.幫助學生了解解題情境，透過提問與

引導促進學生的深層思考。

2.透過歷程的觀察與交談，確認學生的學

習需求與參與情形，並視情況提供必要

的協助。

評鑑者

1.包括學生自評語同儕互評、教師教學表現

等的評鑑。

教學者在PBL中的任務

等的評鑑

2.兼重過程（學習檔案）與結果（紙筆測

驗），知識與技能（解題技能與社會技

能）的評鑑。

3.同時採用質性和量化評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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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說明目標與標準；異質分組

呈現問題︰激起動機；引導探究方向。

規劃解題

PBL的教／學流程

規劃解題：形成小組解題的行動計畫；

應用「解題規劃單」。

自我學習(self-study) ︰資料(資源)的
搜尋、分析與摘要。

「解題規劃表」(Delisle, 1997)

PBL訪查表

點子 事實 學習論題 行動計畫

小組討論︰協商共識，獲得結果。

想法交流(知識建構)與人際互動。

PBL的教／學流程

( )

展現結果︰全班分享與討論。

進行評鑑︰自評、互評與教師評鑑。

PBL 對大學生的認知、技能和情意均產

生正面的影響 (Dochy et al., 2003; Groh, 2001;
D l & S h idt 2000)

結 語

Dolmans & Schmidt, 2000)。
多功能的創新教學模式是追求卓越教學的重要基礎，

值得投注更多的努力。
教師協同合作，共促專業發展。

PBL常見問題-教材

國家考試的現實問題

PBL學得的知識較為零散而片斷

教材的編寫不符教學目標需求

老師及教室不足的問題

老師過度熱心，主動提供教學。

PBL常見問題-老師

如何評分才會公平。

如何客觀評估小組PBL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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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無法適應新學習方式
有些學生太沈默，有些太強勢

PBL常見問題-學生

有些學生太沈默 有些太強勢

小組成員互相衝突

PBL是醫學教育的世界趨勢。

透過PBL與實證醫學的整合，使

結論

透過PBL與實證醫學的整合 使
得「醫事人員」與「臨床醫師」的
互動達成一種良性回饋的機制。

落實以EBM的標準流程(Clinical 
guideline)來照顧病人。

成功三要素

100分

成功三要素

態
人
際態

度
際
溝
通

專業知識≦20 分

+ ≧80分 江志明江志明 引論引論

王英偉醫師提供王英偉醫師提供

張景媛修改張景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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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5%

Reading 10%

演講

閱讀Reading…10%

Audio-visual…20%

Demonstration…30%

Discussion Group…50%

Practice by doing…75%

Teach Others/Immediate Use…90%

閱讀

視聽輔助

示範

小組討輪

實際操作

教學或立即應用

長時間的講授: 

A.注意力通常最集中是一開始10-20分鐘及
最後5分鐘。

B 不過，注意力最精華的時段為開始的10B.不過，注意力最精華的時段為開始的10
分鐘。

C.在整過學習的過程中僅有42%會在講授課
程中能立即記住。

D.於一週後只有20%存於腦海中。

A. 5分鐘: 介紹
sets minds 

B. 5分鐘: 弄清基礎知識問題
engages mind and memory 

C. 15 min: 講授
just enough new information -at just the right 
speed 

D 10分鐘:問題和討論D. 10分鐘:問題和討論
set connections in long-term memory 

E. 15 min:講授
check volume and speed of delivery 

F. 5分鐘: 問題
consolidate connections 

G. 5分鐘: 總結
pull it together 

以具體的案例說明抽象的原則
提供適當的講義，但須有寫筆記的空間
給予講義，但其中有部分需自我填寫
課程中適當的暫停，使學生有機會整理課程中適當的暫停 使學生有機會整理
筆記
檢視學生瞭解的程度，如問問題

在輕鬆氣氛中教學
「真實世界」的授課內容以吸引學生
充滿溫暖、幽默的氣氛
老師關心學生的發展
在適當時機休息
相關的圖解或例子
用有激勵作用與娛樂性方式傳遞訊息

必要的知識內容 (need to know) 

有趣的知識內容，並非部分的核心訊息

(nice to know)

教學目標需要明確定義 (“what do I hope to achieve教學目標需要明確定義 ( what do I hope to achieve 
with this lecture?＂).

典型的授課架構：適度的新知識內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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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如果能讓學生有更多時間聽課和思考將能幫
助學習

講義要能提供一個主題的大綱讓學生們去了解

講義要能提供一個主題的總結但是要避免太詳盡
的講解

講義內包含的活動和練習問題可以用來了解之後
的學習

問學生問題

讓學生問老師問題

腦力激盪法

嗡嗡討論法

Ask questions 

等學生講出答案

學生從聽到思考需要時間學生從聽到思考需要時間

簡單的方法是在心中數到十

question is almost certain to arrive

讓學生問老師問題

克服學生對問問題所產生的恐懼

讓他們以小組的方式準備問題，之後以隨機的方式
讓小組來發問

重複發問的問題，確保整組明白在問什麼

在你回答前，先請其他學生來回答，這樣可以增加
互動

腦力激盪法（Brainstorming）

從課堂中收集問題的答案，不管對錯先寫在黑板上

過一段時間，和學生們再檢視一次所有答案

這些答案可以為下一堂課提供教材或是讓學生知道這些答案可以為下一堂課提供教材或是讓學生知道
學習的進度，讓所有人都看到答案的方式可以讓學
生們互相學習

嗡嗡討論法（Buzz groups）

2到5人的小組一起討論課堂中的問題或活動

有效的方法讓學生們用新學的東西來解決問題

討論的最後老師可以繼續講課或是挑其中幾組來
看看他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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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一些重要的地方並引導學生做更深入的學習

把重點寫出來把重點寫出來

帶過一些講義中的重要標題

設計一些問題或活動，學生們要做進一步的搜尋來
找答案或想法

要一份學生的講義來看，這種方式可以知道學
生們的學習狀況和理解程度生們的學習狀況和理解程度

向個別的學生要 verbal feedback

請學生填寫 one minute paper

請學生填意見調查表

姓名:

日期: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說明: 想一想你剛剛上的這堂課並回答下面的問題
1. 你在今天這堂課所學到最重要的東西事什麼
2. 有什麼問題是你在課堂結束後還在思考的
3. What was the "muddiest point" in  
today's lecture?

團隊導向學習（Team Based Learning，TBL）
團隊式學習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自我研讀的課前準備，

第二階段學生運用之前所學到的知識來作答完成一份複選題
測驗。之後參照分組，各組共同回答同樣的複選題測驗，並
交出共識建立之後最後答案。最後老師來檢討考試題目。

第三階段各組運用 先前所習得的知識，來共同完成老師所
指定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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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ndividual Test

二、Team Test 三、Appeals Process 上訴過程

Readings
Individual test 
T  t t 

四、Readiness Assurance Process

Team test 
Appeals 
Instructor feedback

Significant Problem
Same Problem

五、Designing In-Class 

Application Activities

Same Problem
Specific Choice
Simultaneou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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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內討論 跨組互相討論

各組同時回應

實際應用的活動

課堂內問題

閱讀與評估個人預習

Team Based Learning is a small learning group 
method where individual work is done outside the 
class and team work is completed in class.
The four principles of TBL are (1) properly formed 
and managed groups, (2) student accountability, 
(3)team assignments that promote learning, group 
interaction and team development, and (4) frequent 

Summary

What is TBL?

What makes TBL?

p , ( ) q
and immediate feedback to students. 
The rationale for using TBL is that it is a good 
interactive alternative to passive lectures, requires no 
extra facilities or faculty, develops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assists “at risk” students.
Implementation of TBL involves planning before the 
class, forming groups in the 1st class and reminding 
the students of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content 
application and team work near the end of the class.

Why use TBL?

How to do TBL?

The One Minute 
Preceptor:
一分鐘教學

江志明江志明 引述引述

資料引用來源：資料引用來源：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Faculty of  MedicineFaculty of  Medicine
Department of  Family PracticeDepartment of  Family Practice
Post Graduate ProgramPost Graduate Program

The “One Minute Preceptor”:
Time Efficient Teaching in e c e  eac g  
Clinical Practice

5 5 MicroskillsMicroskills for Onefor One--OnOn--
One TeachingOne Teaching
written by Dr. Garry Knollwritten by Dr. Garry Knoll

Based on:Based on:
NeherNeher, J. O., Gordon, K. C., Meyer, B., & , J. O., Gordon, K. C., Meyer, B., & 
Stevens, N. (1992). A fiveStevens, N. (1992). A five--step "step "microskillsmicroskills" " 
model of  clinical teaching. Journal of  the model of  clinical teach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Family Practice, 5, 419American Board of  Family Practice, 5, 419--
424 424 

One Minute Preceptor 

Objectives:
› List the Steps of the One-Minute Preceptor 

model of clinical teaching. 
› Explain how each step fosters effective and p a  o  eac  s ep os e s e ec e a d 

efficient teaching. 
› Demonst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One-

Minute Preceptor on a sample student 
presentation. 

› Integrate the One-Minute Preceptor model 
into your clin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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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Teaching Encounter One Minute Preceptor

What do you say next after 
being presented with this 
hi thistory ?

One Minute Preceptor 
The Five Steps

1/Get a Commitment 
2/Probe for Supporting Evidence
3/R i f  Wh t W  D  W ll 3/Reinforce What Was Done Well 
4/Give Guidance About Errors 
and Omissions 
5/Teach a General Principle

Five MicroFive Micro--skills of skills of 
“One Minute Preceptor“One Minute Preceptor＂＂
Kay Gordon; Barbara Meyer; and David Irby, 1992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Medicine

1.1. 凝聚問題焦點凝聚問題焦點
探知理由探知理由//證據證據2.2. 探知理由探知理由//證據證據

3.3. 強化學生優點強化學生優點
4.4. 校正學生疏忽及錯誤校正學生疏忽及錯誤
5.5. 教導教導((整體性整體性))通則通則

資料引用來源：資料引用來源：：蔡淳娟 MD, PhD   義守大學醫學院

Get a Commitment
凝聚焦點問題

 Why?…
 Encourages learner to process further 

and  problem solve.a d  p ob e  so e.

 Examples...
 “What do you think is going on her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next?”

Probe for Supporting Evidence
探知理由/證據

 Why?…
 Helps you to assess the learners 

knowledge and thinking processknowledge and thinking process.

 Examples...
 “What factors support your parameters 

decisions ?”
 “Why did you choose that to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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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force What Was 
Done Well   
強化學生優點

 Describe specific behaviors and likely 
outcomes

 Why?...  Behaviors that are reinforced 
will be more firmly established.

 Example… “I liked that your differential 
took into account the KUB and 
Abdomen X-ray films.

Guide Errors/ Omissions
校正學生疏忽及錯誤

 Describe what was wrong (be specific), 
what the consequence might be, and 
how to correct it for the future

 Why?… Corrects mistakes and forms 
foundation for improvement.

 Example… “During the exam the 
patient seemed uncomfortable.  

 Let’s  looser a litter bit the fixer….. .”

Teach a General Principle
教導(整體性)通則

 Symptoms, treatment options, 
or resources to look information 
upup

 Why?… Allows learning to be 
more easily transferred to other 
situations.

 Examples…

 Conclusion
 Why?...
 Limits Time.
 Directs remainder of the encounter.

 Example “Let’s go back in the room  Example… Let s go back in the room 
and I’ll show you how to get a good 
throat swab.  Tell me when we have 
the results, and I’ll watch you go 

 over the technique procedurals.”

“5” Step Microskills Method

1.  Get a Commitment
2.  Probe for Supporting Evidence
3   Reinforce What Was Done Well3.  Reinforce What Was Done Well
4.  Give Guidance About Errors or  

Omissions
5.  Teach a General Principle

What makes sense 
in your practice?in your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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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必須符合學生學習方式教學必須符合學生學習方式

您是怎麼學習?

您是怎麼被教的?

通常您就這樣教學生?

參閱：蔡淳娟 MD, PhD   義守大學醫學院

One minute preceptorOne minute preceptor

參閱：蔡淳娟 MD, PhD   義守大學醫學院

SummarySummary

‧‧適當的教學環境適當的教學環境

‧‧廣招及訓練廣招及訓練有興趣參與的教師有興趣參與的教師

‧‧教師及學員都教師及學員都必須充分了解整個教學的計劃必須充分了解整個教學的計劃

‧‧建立建立適當適當、、多重的評估方法多重的評估方法

‧‧定期舉行教師會議定期舉行教師會議

––定期評估教學計劃與成效定期評估教學計劃與成效

––同儕同儕互相砥礪，蘊釀出更有效的教學及評估模式互相砥礪，蘊釀出更有效的教學及評估模式

討論與回饋討論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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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e化評估分享

林口長庚醫院影像診療部

104.05.30

吳茂昌技術副主任

大綱大綱
一. 前言
二. 介紹本院放射組使用的電子化系統

(Filemaker)
三 醫院的預定電子化方式三. 醫院的預定電子化方式
四. Moodle介紹
五. 結論

臨床能力評估：
米勒學習金字塔與評量工具米勒學習金字塔與評量工具
臨床能力評估：
米勒學習金字塔與評量工具米勒學習金字塔與評量工具

Does:
學員護照、病歷記錄審查、

360度評量

Knows :
申論題、選擇題

Knows How:
CbD、口試

Shows How:
Mini-CEX、DOPS、OSCE

3

林口長庚醫事放射職類應填評量林口長庚醫事放射職類應填評量

性向測驗
學前評估
筆試
口頭報告

影像評核表
教師評核表
跨領域團隊照護
會議記錄表口頭報告

評量回饋表
自評表
Mini-CEX
DOPS

會議記錄表
……

這麼多~怎麼記得起來!

4

e化緣由e化緣由

每當評鑑時，就是痛苦的開始

紙本作業保存不易完整
須人工計分
資料後續分析不易資料後續分析不易

5

很多惱人的事很多惱人的事
該上的課夠了嗎?
該進行的評量做了嗎?
評量結果合格嗎?
老師、導師、主管有簽名嗎?老師 導師 主管有簽名嗎?
總共有幾份?目前進度之完成率?
……

e化，好像可以解決這些事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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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醫事放射的 化平台林口長庚醫事放射的 化平台林口長庚醫事放射的e化平台林口長庚醫事放射的e化平台

7

林口長庚醫事放射的e化平台林口長庚醫事放射的e化平台
2012年起醫事放射擴大構e化教學管理平
台：filemaker資料庫系統
可支援影片、圖片及圖表

8

Filemaker 能做什麼Filemaker 能做什麼

9

教補計畫上可應用範圍教補計畫上可應用範圍

10

已建構之範例已建構之範例

11

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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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

13 14

將各表單與基本資料建立連結關係

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

15

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

16

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

17

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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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

19

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如何建立專屬教學資料系統

20

整合教補學員與實習生資料
之Filemaker頁面

21

學生基本資料建立與管理頁面

22

可把合約 訓練計畫皆放入可把合約、訓練計畫皆放入

登入實習生評核版面後
可選擇學員身份或教師

身份登入

23

以實習生身份登入後首頁

總覽總覽

實際輸入頁面實際輸入頁面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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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量實際輸入頁面

25

口頭報告資料庫與口頭報告評核連結口頭報告資料庫與口頭報告評核連結

26

書面報告資料庫與書面評核連結書面報告資料庫與書面評核連結

27

DOPS成績呈現頁面

28

DOPS實際輸入頁面

29

9個構面分別勾選

30

自動計算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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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回饋呈現頁面

31

總成績呈現頁面

32

每月導談呈現頁面

33

導師專區

34

成績總表列印頁面

35

登入教補資料庫首頁

進入系統後會先看到學員基本資料之頁面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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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教補學員評核與回
饋之Filemaker頁面

39

教補學員mini-CEX之
Filemaker頁面

一致性評核一致性評核

目前瓶頸及未來應用方向目前瓶頸及未來應用方向

41

全院全院ee化化建構經驗建構經驗全院全院ee化化建構經驗建構經驗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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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e化平台的討論歷程全院e化平台的討論歷程

1. E化平台之建構共識會
2. 五職類學習歷程資料彙整
3. 醫事放射FileMaker教學
4 Moodle軟體介紹4. Moodle軟體介紹
5. 資管部介紹西醫之「PGY 學習歷程系統」
6. 決定以「西醫PGY 學習歷程系統」系統
為五職類之評量系統架構

43

e化學習歷程平台的目標e化學習歷程平台的目標
一. 評量紀錄電子化

1. 以西醫「PGY 學習歷程系統」之程式架構進行改寫
2. 建構需要的評量表單
3. 紀錄評量結果
4. 建立傳簽流程

二. 跟催機制
1. 逾期評量

三. 紀錄清單
1. 評量結果
2. 應執行與未執行之比例

44

學習護照管理架構學習護照管理架構

資管部 各職類
管理人程式撰寫

1. 整合需求
2. 規劃排程與課程
3. 製作e化評量表

4. 設定學員之教/導師

學員 教師/導師
依排程完成排程資料

填寫及回饋
依排程完成評量

45

學習歷程建構程序：
以檢驗醫學科為例
學習歷程建構程序：
以檢驗醫學科為例

一. 評量表E化(管理人)
1. Mini-CEX
2. DOPS(整合為一)
3. 筆試口試(掃描上傳)
4. 導生座談(改變流程)

一. 排程、課程規劃
1. 組長 主管 管理人 資管
2. 以半個月為排程(上下半月)

二. 線上評量填寫人員
1 目前最多二人4. 導生座談(改變流程)

5. 學員評老師(改變流
程)

1. 目前最多二人
2. 學員(必要)
3. 教師/導師(擇一)
4. 未來增加其他角色

教師、導師與學員之設定教師、導師與學員之設定

47

DOPS 紙本範例：以檢驗醫學科為例DOPS 紙本範例：以檢驗醫學科為例

48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臨床教師教學技巧訓練)【第29頁，共130頁】



9

DOPS e化表單：以檢驗醫學科為例DOPS e化表單：以檢驗醫學科為例

49

筆試紙本範例：以檢驗醫學科為例筆試紙本範例：以檢驗醫學科為例

50

筆試 e化表單：以檢驗醫學科為例筆試 e化表單：以檢驗醫學科為例

51

導生座談紀錄e化：
以檢驗醫學科為例

導生座談紀錄e化：
以檢驗醫學科為例

學員 導師 組長 計畫 主持人

學員 導師 電子紀錄完成
管理人下載紀錄彙整 組長 計畫 主持人

教師評量e化表單：
以檢驗醫學科為例
教師評量e化表單：
以檢驗醫學科為例

Moodle平台介紹Moodle平台介紹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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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dle數位教學平台Moodle數位教學平台

一. Modular Object-Orient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模組化物件導向
動態學習情境)

二. 免費的學習與課程管理系統
三. 遵循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的授權

方式，可以自由的使用及修改程式碼
四. 採用PHP語言所設計開發的Web-Based應

用系統，透過瀏覽器就可以輕鬆管理使
用者、建構課程及豐富教學活動

55

Moodle的特點Moodle的特點

一. 特別針對數位學習課程教育訓練而設計
二. 可以批次建立使用者帳號，快速建置學

生的相關資訊
三. 課程可以依據SCORM的標準匯出匯入，三. 課程可以依據SCORM的標準匯出匯入

促進交流與分享的意願
四. 完整記錄學習者的學習歷程，教師端可

以掌握學生的參與歷程和表現
五. 教師可以互相分享開課心得經驗，減少

摸索受阻的時間

56

Moodle的特點Moodle的特點

一. Moodle採用模組化的設計，隨時都能無
限擴充新的功能

二. 可以認證課程的使用者，簡單又安全
三. 支援多種主要的資料庫三. 支援多種主要的資料庫
四. 動態解決學習者分組討論的新想法

57

國內使用Moodle的知名學校國內使用Moodle的知名學校

簡報概要簡報概要 結論結論
一. 無紙化是趨勢
二. 資料統一、整齊、美觀
三. 美麗是需要付出代價
四. 專人處理
五. 臨床教師訓練
六. 醫院使用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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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

林口長庚醫院核子醫學科黃文正放射師
林口長庚醫院檢驗醫學科洪忠志教學醫檢師

提供參考資料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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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臨床教學教材製作   蔡維達 

 

製作教材是一件有意義但花費時間和精神的工作，建議教師在考量製作教材時，

請考量以下因素：  

a. 教材內容是否會增加課程之價值，或補充面授教學之不足？  

b. 所規劃之教材內容是否完整，足以提供課後學生進行自主學習？  

c. 教材內容是否能引起學生維持繼續學習之興趣？ 

 

1. 何謂教材? 

凡教學、研究、討論、發表、訓練等活動所需之文字、照片、幻燈片、錄影帶、

錄音帶、彩色影印或彩色投影片等。 

 

2. 教材分類  

a. 幻燈片：分彩色、黑白及藍白三種。  

b. 照片：分彩色及黑白兩種。  

c. 視訊影像、聲音或動畫：錄影帶、錄音帶。  

d. 彩色影印、彩色投影片。  

 

3. 數位教材製作類型及工具介紹 

a. 圖片、文字單純呈現：PowerPoint、網頁 

b. 螢幕影片錄製：EverCam、Camtasia Studio、Captivate、Demostudio 

c. 整合式課程：Producer 

 

以現行大家常用的投影片（slide）為例，雖然常聽到 77 法則：一張投影片不要

超過 7行，每行不要超過 7個字，但是還是常常見到把文字弄到『滿版出血』，

讓學員不知道該看字還是該聽講。建議細節的資訊可以使用講義給學員，甚至直

接幫學員整理好重點，省下學員做筆記時間，讓學員專心聽講，吸收效果更好。 

 

結構 

在資訊爆炸、垃圾資訊雜亂的現代生活，長時間的演講往往帶給人的只有疲憊；

根據 Youtube 統計，網路影片的長度只要超過三分鐘，被用戶跳過的機率超過

80%。 

建議：向 TED 致敬，將 1 小時的演講切成 3~4 段： TED 創辦人克裡斯‧安德森

（Chris Anderson）相信，一個好演講的關鍵，不在於演講技巧等技術性東西，

而是回到原點：「一個言之有物，啟發人的觀點」；TED Talks 要求每位演講者的

演講長度，絕對不可超過 1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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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 

採用粗體字與正式的字體，例如：微軟正黑體、Calibri、標楷體等，因為播放時

會依螢幕解析度縮放教材來呈現最佳的閱讀畫面。 

細的字體，例如：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 等，適合排版成書的字體，投放

到螢幕上容易有鋸齒狀及後排學員看不清楚。 

特殊字體，例如：少女體、綜藝體等，可能會有較不正式的觀感。 

 

顏色 

可使用與背景對比高的顏色強調重點，一份投影片使用 2-3 種顏色即可，若需要

更多的層次可以使用同顏色不同彩度，例如：白底可用藍或紅等顏色強調，新版

的 office 字形與色彩同一色系可以選擇不同彩度。 

 

動畫特效 

建議：盡量使用簡單的「出現」或「擦去」就好，飛來飛去的動畫只是干擾學員

的視線及專注力，也會破壞教學的連貫性。 

 

版面 

建議：盡量用簡單底圖，避免與投影片的內容互相干擾；整張投影片最下方約~1/4

版面盡量放比較不重要的資訊，避免後排學員被擋住看不到。 

 

表格 

字不如表，表不如圖，有時用影片更可以吸引學員注意。 

投影片常會需要用大表格來呈現大量資訊，很多人常犯的錯誤是把整個表格貼上

去，學員一看到複雜的表格可能會直接放棄或會把注意力放到閱讀表格，而忽略

講者的內容。 

建議： 

a. 可將表格完整呈現後，將表格重點局部放大到接下來的投影片，依序將表

格重要地方講清楚。 

b. 若表格不是很複雜，可使用動畫依序將要講的部分逐一呈現，就是聞名遐

邇的「國防布法則」。 

(新思惟 http://savd2013.innovaradinc.com/2014/11/presentation_class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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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圖 

要把一個流程圖擠在一張投影片，常會遇到擠不下，或每個步驟只能擺幾個字，

不容易說明清楚。 

建議：可在第一張投影片講解整個大流程，接著使用 power point 切換裡推入

功能，將整個流程圖放大，每個步驟一張投影片來講清楚。也是俗稱的「史萊德

法則」。 (邱建勳醫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h9_iUDngw) 

 

圖片 

圖片與文字的搭配採用寫書法九宮格的概念，將重點放在格線交會附近，較符合

人類視覺習慣，文字因為『中空』可以適當放大，讓畫面重量平衡。 

 

圖片的處理千萬避免圖片變形，建議使用 Shift+圖片的角落拉大小，多餘部分

再裁切。 

 

壓縮：若圖片太多使檔案太胖，建議：插入照片的大小可用圖片軟體依投影機全

螢幕 1024x768 的比例縮小，可以達到更佳的品質與提升講解時的效能。 

 

建議：利用圖庫讓自己心中想法越來越清晰，以現在很流行的扁平化圖示

NounProject 網站為例，藉由關鍵字的搜尋可以找到該主題的圖，再由該圖去延

伸更多相關圖片，找圖的過程中就會讓要講的故事或主題越來越具體。 

 

若用免費的圖庫，找圖過程中若有發現＂可能用有用但暫時用不到＂的圖，先下

載到自己的圖庫，未來製作教材時就可以先到自己圖庫找靈感 

 

網路找尋彩色的圖都需要考慮版權問題，建議平常多自拍，累績自己的圖庫，自

己拍的照片最容易講出好的故事。 

 

數位影音檔 

Youtube 是很好的教材來源，只要用來教學而非營利通常不會有版權問題。 

Microsoft Movie Maker 是免費且使用容易的影片剪接軟體，請記得要確認檔案

格式為 wmv 串流檔格式內崁到 power point 較不易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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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影的解析度與顏色 

數位影音解析度越高，原始的資料量就會越大，例如 1024x768 解析度下全彩的

原始資料量為 1024x768x4 bytes(約 3 MB)，若需要錄影，建議採用 800x600 的

方式錄影，除了資料量小之外，呈現的效果也不錯。 

 

數位影音檔若經過適當之壓縮，照片及影片都可能使資料量大幅縮小，且不會降

低教材的品質，除了容易藉由 email 寄送外，減少播放時硬體速度太慢而卡卡。 

 

其他注意事項 

教材如引用他人資料者（例如，取自教科書所提供之光碟或網站資料），則教材

製作人員應注意遵守著作權法之「合理使用」規範，所引用部分請註明資料來源。  

 

教材如係使用他人預製之教材，數量以不超過課程三分之一為度。教材製作人員

並應於該頁和參考資料內明示引用他人預製教材之章節。 

 

網路照尋資料方便，切記引用出處(很重要所以要講三遍)，或詳讀授權規範，以

免侵權。 

 

數位教材製作 -工具的介紹及應用 

a. Captivate：Macromedia 公司出版(adobe)，與 flash 完美結合。 

b. Demostudio：自由軟體 = 免費。 

c. Producer：PowerPoint 頗受歡迎之增益集。 

d. CourseMaster：巨匠電腦開發。 

e. EverCam：PowerCam 進化版，榮獲工業局 2004 年數位內容產品獎。 

 上課錄影，比用攝影機庚簡單。 

 繼續錄影，就如你所期待。 

 操作簡單，功能卻不簡單。 

 

參考資料 

1. 長庚大學教材製作辦法 

2. 開南大學數位教材上網製作指南 

3. PowerCam 快速入門與教材設計參考 

4. Ecercam http://tw.formosasoft.com/course/50/?action=syllabus 

5.新思惟國際 簡報架構與視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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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簡報技巧分享

2015.05.30 1

指導單位 : 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 :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分享者 : 陳嘉宏

設計設計

2

圖片配上keyword密密麻麻的文字

看著投影片說話 看著聽眾說話

全程插手/口袋 適當的肢體語言
VS.

簡報重點不僅只是 這件事，而是如果我們
認同了這個觀點，很多簡報、設計技巧的學習，
就會有了方向及目標。

講大道理 說案例或故事

3

投影片常犯的錯誤

1.全文貼上，簡報者照念

2.錯字

3 一張簡報太多重點

”精華液” 中間少打了一個字（請自行發音），馬上從簡報效果 —> 簡報笑果

3.一張簡報太多重點

4.配色太差

5.投影片太多

6.太多圖表數據

7.太多動畫

8.選擇合適的字型
4

簡報高科技產品時，放上 PowerPoint 預設的萬里長城底圖

設計原則

簡報設計的原則是KISS

(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

其實準備簡報內容和寫文章是一樣的，訂好題
目後，先列出大綱，把重要的觀念和關鍵字的
關連性架構出來，接下來再加上創意，以數據
、圖表、動畫等視覺工具來輔助說明。

5

設計原則

簡報設計的原則
KISS ：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
• 訂好題目
• 列出大綱
• 架構重要觀念和關鍵字的關連性
• 加上創意
• 以視覺工具輔助說明

– 數據
– 圖表
– 動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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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Ｔ圖表使用介紹

7

ＰＰＴ圖表使用介紹

8

ＰＰＴ圖表使用介紹

9

投影片設計

賞心悅目

結構投影片結構投影片

整齊簡潔

言之有物，專業性

10

賞心悅目

投影片設計

簡報內容是否容易閱讀

標題設計 投影片背景 標題與內文

賞心悅目賞心悅目

標題設計
能吸引人

投影片背景
與字體顏色

要反差

標題與內文
字體大小
要有差距

建議投影片插入日
期、頁碼、聲音等

不建議插入卡通圖
，尤其是會動的

11

重點不是在投影片作的多漂亮、多麼炫。

讓投影片變成溝通的 ，協助簡報者有效的說服聽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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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設計

賞心悅目

結構投影片結構投影片

整齊簡潔

言之有物，專業性

13

整齊簡潔

投影片設計 簡潔整齊簡潔整齊

簡報之內容、設計正確不雜亂

14

字數切勿過多，
適量即可

重點提及，
切勿整段文章copy

解說
圖＞表格＞文字敘述

錯別字（用語）
要避免

投影片前後對照
整齊一致

半圖半文字
圖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再放大一點

15

字太多、太小

沒有重點

兩種以上的字型，不整齊

字體顏色與背景對比

16

只呈現重點
字不要太多

可拆成兩頁
適當加圖片

投影片設計

賞心悅目

結構投影片結構投影片

整齊簡潔

言之有物，專業性

17

言之有物，專業性

題材蒐集－深度及廣度

投影片設計 言之有物言之有物
專業性專業性

佐證資料－有憑有據

專有名詞切勿亂改、念錯

重點部分highlight出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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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技巧分享簡報技巧分享

19

觀眾 / 聽眾

簡報技巧 結構投影片結構投影片

準備簡報流程

簡報修練

20

觀眾 / 聽眾

簡報技巧

與簡報內容建立關係

觀眾觀眾 // 聽眾聽眾

觀眾的基本資訊

想從演講中得到什麼？ 簡報內容能否符合需求？

大家都熟悉？部份人熟悉？背景、工作性質等

21

觀眾的特性

對主題的熟悉度

觀眾 / 聽眾

簡報技巧 結構投影片結構投影片

準備簡報流程

簡報修練

22

準備簡報流程

簡報技巧 簡報流程簡報流程

http://www.lis.ntu.edu.tw/~pnhsieh/articles/presentation.htm

檢討開講練習組織

23

開場白

預告

說明主要的和次要的概念-講給聽眾聽

簡報技巧~組織

回顧：告訴聽眾我們講過了什麼

結論：聽眾現在該知道什麼或做什麼

別忘了說：謝謝！

說明主要的和次要的概念 講給聽眾聽

這些概念對聽眾有什麼意義（利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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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都有時間限制，好的演講者要能控制
時間。切記，千萬不要拖延時間。

簡報技巧~練習

控制時間需要練習，PowerPoint有排練的
功能。

很少人會真的照表操課，但至少照著講稿
演練一遍，估計一場簡報約花費多少時間。

投影片放映 排練計時

25

• 建立主題與聽眾關聯性，可由一個問題開
始，引起觀眾注意。開場白

• 用友善的語調做簡報，不要讓觀眾感到煩
微笑

簡報技巧~開講

• 用友善的語調做簡報，不要讓觀眾感到煩
悶或威脅。微笑

• 要談聽眾感興趣的事，直接與聽眾溝通。經驗例子

• 看著觀眾像面對面說話，不要一直問：這
樣講懂不懂？ 知不知道？目光接觸

26

同一個主題可能不只一次演講機會，每
次演講完就值得改進的地方加以修正，
若投影片內容有需要增刪的，立即修改。

簡報技巧~檢討

多說故事多舉例 不要用術語或縮寫

用講(Talk)，不用唸
（是演講不是說教） 不要用太多統計數字

簡短（像迷你裙愈短愈好） 不要太過花俏眩耀

切題（永遠圍繞著主題） 不要超過時間

好懂 不要唸，不要背
27

觀眾 / 聽眾

簡報技巧 結構投影片結構投影片

準備簡報流程

簡報修練

28

簡報修練

簡報技巧 簡報修練簡報修練

要 演 練要 演 練階段

29

要 演 練
不 看 稿
多 學 習

要 演 練
不 看 稿
多 學 習

階段一

見山是山

www.afu.tw 福哥的部落格

簡報技巧 簡報修練簡報修練

精 采 元 素精 采 元 素階段

30

精 采 元 素
瞭 解 觀 眾
熱 情 無 敵

精 采 元 素
瞭 解 觀 眾
熱 情 無 敵

階段二

見山不是山

www.afu.tw 福哥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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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技巧 簡報修練簡報修練

階段三

31

完美的追求完美的追求
階段三

見見山山又又是山是山

www.afu.tw 福哥的部落格

簡報的目的及態度

投影片設計與簡報技巧

簡報者對簡報的投入

創新簡報的可能性

32

投影片製作，其實很簡單 ~

33

Q & A

34

Q & A
參考資料來源:
www.bkcoach.com.tw 傑夫簡報學堂
www.afu.tw 福哥的部落格
謝寶煖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謝謝聆聽謝謝聆聽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35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臨床教師教學技巧訓練)【第42頁，共130頁】



1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全國聯合會理事
三軍總醫院放射診斷部教學計畫主持人
元培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報告人:  林文斾

104年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全國聯合會師資培育課程

報告大綱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掌握IPP及IPE的重點

了解可運用的訓練模式

適當的教案設計及分享

能教
(專業知
識)

(懂不懂)

教學的三種老師

能教: 25% 

會教: 25%  

會教
(教學技
巧知識)
(會不會)

願教
(教學態
度)

(想不想)

(懂不懂)
願教: 50%

1. 認知
2. 情意
3 技能

教學目標

1. 知識
2. 態度
3 技能

教學活動(核心能力)

1. 測驗
2. 測驗
3 測驗

教學評量

評估兼顧目標與核心能力

Results=

3. 技能 3. 技能 3. 測驗

核心能力的ASK結構

核心能力應包含態度(Attitude)、技能(Skill)與知識(Knowledge)，協

助學員、生個人與未來職涯發展

If A=0   Results=1

If A=∞  Results=？

「跨領域」至少須包含2個不同職類(含)以
上，惟僅護理與西醫2類不屬跨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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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跨領域教學與學術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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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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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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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照護

過去: 以各專業為中心

專業分工、認證、專業獨立

安全嗎？

現在: 以病人為中心的完整照護

各領域間之良好團隊合作及溝通

跨領域團隊照護相對重要

五大核心能力(IOM)

醫療需要團隊合作

減少臨床錯誤

改善病人預後改善病人預後

減少醫療糾紛

改善流程結果

增加病患滿意度

增加員工滿意度

〝跨領域合作〞適用範圍是多元

團隊 ≠ 跨領域團隊合作

團隊合作不良是造成醫療錯誤的

三個和尚没水喝
是合作再分工不是分工再合作

團隊合作不良是造成醫療錯誤的
原因之一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問題

跨領域臨床聯合討論會是目前IPE最常使用方式

但此方式容易被導入MPE的思考方式

許多的教案仍在Multiprofessional education 
(MPE)階段，許多領域專業人員仍著重各自領域

的專業知識。

應注重領域間的連結，學習了解彼此的專業能

力與角色範圍以進一步知道啟動合作的契機。

師資培育就很重要

醫療專業團隊的概念

有著互補技能的專業成員

以共同參與的形態以共同參與的形態

朝向一個共同的病患照護使命

合作而分工非分工後拼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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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照護教育

全人 教育

身體 各專業領域的教育、實證醫學、醫
療品質、病人安全、團隊醫療跨

心理 溝通技巧、醫學倫理

社會 出院計畫、社區醫療

靈性 安寧照護

領

域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四大要素4C
共同目標的建立(Common goals) 

資訊與資源的合作共享(Collaboration:
Information & resources sharing) 

決策與活動的協調(Coordination of 
decision and activity) 

團隊成員間的溝通(Communication 
among team members) 

改變的層次-跨團隊專業間連攜教育
Ref: 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謝博生建置以病人為中心的醫療環境

報告大綱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掌握IPP及IPE的重點

了解可運用的訓練模式

適當的教案設計及分享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教育

專業間教育(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IPE)

目的:教育培育出「具備合作與團隊照護
能力的醫療專業人員 來達到跨領能力的醫療專業人員」來達到跨領
域團隊合作照護。

改善現行各領域成員鮮彼此聯繫的情形

團隊資源管理
Team Resources Management

Leadership
(領導能力)

Situation MonitoringSituation Monitoring
(警覺應變)

Mutual Support
(互助合作)

Communication
(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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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跨領域團隊工作

學習其他領域的專長、知識、價值觀。

瞭解及執行各自角色，促使彼此合作。

具基本團隊技能 如溝通 時間管理具基本團隊技能，如溝通、時間管理。

正確、及時訊息能適時傳遞給需要者。

協調及整合醫療照護過程。

IPE occurs when students from two or more
professions learn about，form and with each
other to enable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and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IPE

improve health outcome

Multiprofessional learning(MPE)-where two or
more professionslearn side by side

CAIPE 1997, WHO 2009

Evidence for IPE to IPP to Outcome

醫療教育

After Stone, N. JIC 2006; 20: 260-265

醫療照護

IPE到IPP可以改善醫療結果

IPP能帶給我們什麼：一個醫病雙贏的行動

病人更健康 專業更快樂

『能力』轉化為『行為』

定義

知識knowledge 對其他專業可能貢獻的知識

技巧skill

態度Attidude

與其他專業一起工作的技巧

願意幫助團隊其他醫事人員的態度

以正向的態度和團隊夥伴一起工作

KAS 知識態度技能模式

知識 Knowledge
了解所處的醫療體系以及其與當地
社區醫療如何整合

了解各醫療專業的角色與職務內容

在團隊中建立各自的專業認同

了解相關倫理與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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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 知識態度技能模式

技能 skill
Teamwork skill

Leadership
(領導能力)
Situation Monitoringg
(守望)
Mutual Support
(互助合作)
Communication
(有效溝通)

Resource managemen

KAS 知識態度技能模式

態度 Attitude
以病人為中心的思考態度

尊重及支持團隊中其他成員的角色及觀點尊重及支持團隊中其他成員的角色及觀點

領導者不是由職級或專業為主要考量

衝突處理視為一個團隊的責任

日常注意團隊過程中的問題

S A

K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問題

Q1:學習者可以從案例討論中得到符合實際工作需要？或者可

以提昇本身知識？甚至了解在案例中扮演的團隊角色或

可以發揮的專業是什麼？

Q2:學習者會不會因為案例太困難，或活動中無法立即參與意

見或討論而感到無聊？

所以臨床老師是跨領域團隊教學中扮

演最重要的角色

報告大綱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掌握IPP及IPE的重點

了解可運用的訓練模式

適當的教案設計及分享

課程設計的模式

在臨床工作中進行IPE

-在照護過程中落實IPP進行身教與解說

-在團隊會議中辦識IPP進行身教與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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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的模式

以教案進行特定IPE教學(教案設計演練任務)

-由經典案例或議題轉化為給臨床夥伴的教案

-給新進人員的核心教案(PBL，Video)( )

最好的課程設計模式

沒有最正確的，只有選擇最適合的

-機構的個別差異，不宜全部移植

-課程設計者應因時因地制宜

掌握個別模式之優點與限制-掌握個別模式之優點與限制

軟實力最重要，人對了事就對了

-師資培育最重要

-適任的老師簡單的教案就對了

-不適任的老師再詳細的教案也沒用

教學心態

連結課程模式與教案設計

Design IPE form IPP
情境

對象成員

目標

內容:KAS
教學方式或模式

評核方式

評估 IPP 的方式

1. 健康照護矩陣(Healthcare Matix)

2.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Interprofessional 

practice (IPP)引導思考模版

健康照護矩陣(Healthcare Matrix)

整合性健康照護評估工具

- IOM醫療品質六大目標

健康照護品質導向之能力評核工具健康照護品質導向之能力評核工具

- ACGME六大核心能力

具備提升健康照護品質及有效臨床教學

之雙重功能

健康照護矩陣之應用

＋
IOM醫療
品質六大

目標

ACGME
六大核心
能力

健康照護矩陣
之應用

6 6

6 X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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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P引導思考模板

SIP Tea：
Sense 察覺需求

Initiate啟動團隊

Patient-centered目標設定

Team work團隊合作

TIPs：
What I can help to team? (我可以對團隊提供什麼專業支援)
What help I need from team?（我需要從團隊獲得什麼專業
支援）

報告大綱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掌握IPP及IPE的重點

了解可運用的訓練模式

適當的教案設計及分享

團隊的合作

最常使用IPE,IPP

定期或不定期

團隊合作分享照護經驗

不同領域培養互動

個案資訊整合

家屬代言人

共同的目標

目標

經由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討論這個案例

(情境)後，學習者將獲得的知識、技能或

情意為何?(避免回到單一領域專業知識)情意為何?(避免回到單一領域專業知識)

將透過什麼方式來確認學習者已經達到這

些能力？

情境下的KAS

跨團隊討論會的進行方式

病例介紹

釐清問題、引導提問 (找出IPP)

團隊成員的問題統整

各領域跨專業的討論、回饋、合作方
案與改善計畫，甚或提出IPE

總結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執行步驟

照護團隊的產生

各領域參與的人數相當

成員以8-10人為原則(建議)

界定團隊中個人扮演的角色與責任-選定領導者

形成一個互補的合作團隊

各領域、各科別應有個別的訓練目標(能力

指標)-教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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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說明查檢表

團隊成員有誰?
□ 是否都瞭解與同意目標?

□ 是否都瞭解角色與責任?□ 是否都瞭解角色與責任?

□ 診療計劃?

□ 有那些可以求助的人員?

□ 成員的工作量如何?

□ 有那些資源可運用?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執行步驟

參加前

確認共同照護的疾病(如CVA 、對比劑過敏)
確認共同照護的病人

幫助學習者建構新的知識 技能 行為幫助學習者建構新的知識、技能、行為

讓學習者清楚瞭解自己學門的知識，同時又

能認識其他學門的知識

使不同領域的學習者可以具備協調合作的能力

提升學習者健康照護的能力

邀請學習者參與各課程單元的設計

教案架構

案例

基本資料

疾病照護過程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教學方式與媒介

問題與討論

學習評核方式與回饋

醫學影像可以做那些課程

以放射診斷部為例

對比劑過敏照護

加護病房或急診的病人安全維護
(如管路的維護特殊病例等)

病人運送的安全維護
(病房護理師的溝通及運送專責人員)

病安事件

危急通報(著重與其他職類溝通)

團隊合作再分工會帶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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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病人照護為中心的討論方式

至少兩個不同職類以上(醫師護理師不算)

課程模式不拘

教師要帶受訓人員參加

學習成效訂出KAS

IPE或IPE隨個案製作

頻率及方式不拘(醫院主辦或自辦)

心態最重要

參考資料

1.AHRQ http://teamstepps.ahrq.gov/ 

2.Judy McKimm,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Collaborative Practice: Evaluating the Evidence, APMEC 

20102010 

3.醫策會http://www.tjcha.org.tw/DownLoad.asp 跨領域團隊

合作教學工作坊，劉中賢、蔡淳娟、陳志金、蔡哲嘉

周致丞(民100年9月) 。

4.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教育的內容結構與教案規劃概念。醫

療品質雜誌，5；5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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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與實習學生
課程設計及教案差異性

杜俊元
醫事放射師
馬偕紀念醫院放射線科

1941
https://www.pinterest.com

2015

臨床教師資格
教學醫院專任醫事放射師

三年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 新進醫事放射師

二年
三年

教學計畫

課程設計分析改善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

教學評量教學回饋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
新進醫事放射師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
新進醫事放射師

教學有差異嗎?教學有差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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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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案製作演練一

頭頸部電腦斷層

教學目標
影像解剖位置影像解剖位置
儀器設備操作
病人安全
掃描參數

影像重組上傳

精通 精通解剖位置與影像呈現
醫囑與影像病灶鑑別 精通 普通
影像解析度及對比度 精通 略懂

儀器面板各項功能

控制台各項功能
儀器設備品質保證

精通 普通
精通 略懂
精通 普通

病人辨識

病人緊急狀況應變

精通 精通
精通 普通
精通 普通

病人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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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參數設定與應用

病人醫療輻射曝露

精通 精通
精通 普通

影像重組與後處理

影像儲存與上傳

精通 略懂
精通 略懂

教學方式
檢查作業流程
實際操作

教育訓練課程

檢查作業流程 單位內規 一般常規

實際操作 病人 假體

教育訓練課程 進階 基礎

檢查作業流程 單位內規 一般常規

實際操作 病人 假體

教育訓練課程 進階 基礎

檢查作業流程 單位內規 一般常規

實際操作 病人 假體

教育訓練課程 進階 基礎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臨床教師教學技巧訓練)【第54頁，共130頁】



2015/5/20

4

評核方式
學習歷程學習歷程

臨床技能評估

問題回饋
材施教因材施教

以學習者為中心

掃描技術差異?
顱底

顱部
Q1

Q2
急診處置方式?

對比劑相關處置?

Q3

Q2
輻射防護?

教案製作演練二

常規胸部攝影

教學目標
影像解剖位置影像解剖位置
儀器設備操作
病人安全
攝影參數
影像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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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 精通解剖位置與影像呈現
醫囑與影像病灶鑑別 精通 普通
影像解析度及對比度 精通 略懂

儀器面板各項功能

控制台各項功能
儀器設備品質保證

精通 普通
精通 精通
精通 普通

病人辨識

病人緊急狀況應變

精通 精通
精通 普通
精通 普通

病人衛教

攝影參數設定與應用

病人醫療輻射曝露

精通 精通
精通 普通

影像後處理

影像儲存與上傳

精通 普通
精通 普通

教學方式
檢查作業流程
實際操作

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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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作業流程 單位內規 一般常規

實際操作 病人 假體

教育訓練課程 進階 基礎

檢查作業流程 單位內規 一般常規

實際操作 病人 假體?

教育訓練課程 進階 基礎

檢查作業流程 單位內規 一般常規

實際操作 病人 假體

教育訓練課程 進階 基礎

評核方式
學 程學習歷程

臨床技能評估

問題回饋
材施教因材施教

以學習者為中心

照像技術差異?

Q1

Q2
急診處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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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除錯?

Q3
I.D.

Q2
輻射防護?

臨床教師資格臨床教師資格
教學課程設計教學課程設計
教案製作演練教案製作演練

https://www.pinterest.com

教案製作演練教案製作演練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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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PGY)與臨床實習生課程設計及教案的差異性  

蔡維達 

 

高中生的教學內容與評量方式是否會與國小生一樣? 

因材施教絕對不只是口號，拿微積分的解法解小學問題不僅是費時耗力，小學生也聽

不懂。 

 

是否需要設計不同的評量工具來評量不同程度的人員? 

做得到當然很好，也可能使用相同的工具評量不同程度的人員，需明訂相關細節。 

例：要評量汽車及腳踏車直線衝刺能力，可使用同一條筆直的車道測試，但是通過的

標準絕對不會一樣。 

 

懂得客戶的需求，才能量身訂做出客戶滿意的產品 

臨床實習生具備的能力有哪些? 

學校已修的學分有哪些? 

之前有沒有見習過? 

已實習過哪些單位? 

該主題前測的分數及答對答錯的題目分布? 

 

訓練目標：UGY學生以瞭解的程度為評分標準，不需能獨立完成或處理即可合格 

 

新進人員(PGY)具備的能力有哪些? 

在校成績及實習學習狀況? 

當下對該主題的瞭解程度? 

該主題前測的分數及答對答錯的題目分布? 

 

訓練目標：PGY學員須在各項操作達到熟練程度方可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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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林慈濟醫院放射腫瘤科 

臨床病例討論評量表 (Case-based Discussion; CbD) 

受評者  ：       身份：□實習生 □ PGY1 □ PGY2 □ PGY3 □其他____ 

評量教師： 教師年資：□3年以上□5年 □8年 案例複雜程度：□低 □中 □高

職別：□醫師□醫學物理師□放射師□其他______ 病人資料：□男□女       年齡：_____歲 

診斷(癌症): 治療部位: □頭頸部 □胸部□腹部 □骨盆腔

□上肢  □下肢  □ 其他_______ 

臨床討論重點: □影像判讀 □治療技術 □治療計劃 □輻射生物 □輻射防護 □治療副作用  

              □專業討論 □護理衛教 □其他__________ 

* N/A: 沒有觀察此項目或無法評估 

PGY 學員:通過及格分數:80 分且受評項目需達 6分以上，UGY 學員:通過及格分數:70 分且受評項目需達 4分以上 

  該員是否通過此技能考核認定 :  □是   □否 

教師回饋意見 受評者回饋意見 

 

 

 

 

 

 

                                                                                                    
受評者對此次評量的滿意度：□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教師對此次評量的滿意度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觀察日期/時間:                      (分鐘)     回饋時間  :                      (分鐘) 
  
教師簽章:                                 受評者簽章:                       
 
 

請依照下列項目評估學員表現 
未達標準 接近標準 達到標準 優於標準 N/A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案例紀錄            

2 臨床評估            

3 治療部位研究及跨領域共同

照護 

           

4 臨床處置            

5 未來治療計畫            

6 醫學倫理考量            

7 整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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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           部(科) 

臨床病例討論 (Case-based Discussion; CbD) 評量表 

一、 評量方式說明 

1. 受評者選擇1件至少能評估兩個面相個案進行臨床案例討論。 

2. 由受評者自己挑個案。 

3. 與評量者(通常為有經驗之臨床教師)約定時間，並於一週前事先將個案資料送交評量者，讓

評量者熟悉個案情況。 

4. 每次評量時最好是不同的評量者，且評量者應立即給予回饋。 

二、 評分說明 

評分項目 操作型定義 

1. 案例紀錄 1. 紀錄是否完整、邏輯呈現、清晰易懂並有簽名，清楚記載日

期與時間。 

2. 這個案例你想到那些議題? 

3. 有那些人事物的衝突你試著要解決? 

4. 有那些你覺得困難/具有挑戰性? 

5. 這議題你還有/需要那些相關訊息? 

6. 為何你覺得這些訊息有相關/有需要? 

7. 這些相關/需要的訊息如何協助你做出決定? 

8. 這案例你運用了那些資料/訊息/實證? 

9. 還有那些資料/訊息/實證可能會有幫助? 

10. 你覺得常見的病歷紀錄錯誤有哪些?你要如何避免? 

11. 治療病歷及治療劑量記載該注意哪些事項? 
2. 臨床評估 1. 能説明各項議題之分析與臨床相關之評估相關處置能說明背

後的考量與分析。 

2. 這案例你有那些選項?你選擇了那一個? 

3. 為何你做了這一個選擇? 

4. 你的選擇有那些優缺點? 

5. 你如何取捨這些優缺點? 

6. 是否有發現潛在的問題?如何處理? 

7. 請問你要如何判斷病人身體狀況? 

8. 若你不確定病人當天狀況良好，請問你會如何處置? 

3. 治療部位研究及跨領域 

   共同照護 
 

1. 確認受評者清楚治療個案期別、特性、預期副作用及治療注

意事項。若有必要需尋求協助或共同照護。 

2. 對該腫瘤放射治療常見副作用，例：頭頸部造成口腔破皮、

吞嚥困難、頸部僵硬、無唾液…你會給病人哪些建議? 

3. 請問該癌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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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案出現副作用是否能給予適當衛教建議? 

5. 視情況照會傷口護理師、營養師或建議病人回診找醫師諮詢

6. 這案例之中有沒有哪位同事與你共同合作?為何呢? 

7. 你如何確認你與他們之間的溝通準確有效? 

8. 還有哪些同事或人員可能也潛在這案例之中?他們可能扮演

了什麼樣的角色?可能提供了什麼樣的貢獻? 

9. 這樣的處境，你的角色是什麼? 

4. 臨床處置 1. 可說明該項放射治療前中後的準備相關事宜，包括設備、器材

及病人接受治療前應注意的事項。經由前面臨床評估選擇適當

的醫療處置且能清楚地條列式表達所理解的其他替代方案。 

2. 有無其他輔助器材? 

3. 要如何確認治療參數正確性? 

4. 要如何確認電腦治療計畫選取之正確性? 

5. 要如何確認病人身分? 

6. 若當日驗証片誤差超過容許值時該如何處置? 

7. 請問若面具戴不上去，你覺得可能的原因為何?你會如何處置?

8. 經由前面臨床評估，後續是否採用不同臨床處置？ 

9. 何種原因讓你採用該處置? 

10.不同臨床處置優缺點? 

11.你如何做出你的決定? 

12.有什麼資訊/實證支持你做出這樣的決定? 

13.可以跟我舉個例子嗎? 

14.就你所知有任何模式/架構提供你做這樣決定的參考嗎? 

15.這模式/架構如何協助你?你如何運用這模式/架構在這個案例

之中? 

16.有些人可能不這麼認為…你如何說服他們? 

17.為何你這麼想/做? 

18.你覺得這個案例病人安全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別留意? 

19.你覺得這個案例緊急情況該如何處理? 

20.當你要重新啟動治療，有哪些事情需要留意的? 

21.儀器臨時故障，你該如何處理? 

22.簡易故障排除(由老師隨機出題) 

5. 未來治療計畫 
 

1. 能明確指出未來可能有的併發症、可能性、嚴重性，現有的預

防機制。 

2. 現行臨床處置是否影響未來治療計畫? 

3. 在 1-2 個月的療程中你會如何觀察病人，例如是否有嚴重副作

用發生?  

4. 若有嚴重副作用產生，你該如何處理？ 

5. 你覺得你的決定有那些影響? 

6. 對各層面有那些影響?(例如：病人/家屬/醫師/同事/社會/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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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認為他們對你做的決定可能有什麼看法? 

8. 這些看法會影響你的決定嗎? 

6. 醫學倫理考量 
 

1. 你運用了任何倫理模式/架構在這案例之中?你如何運用? 

2. 這模式/架構協助你做出怎樣的決定? 

3. 你如何建立病人的觀點? 

4. 在這案例之中，病人的權益有哪些? 

5. 這些事情/想法會影響你處理這案例嗎?有哪些影響? 

6. 有哪些病人的個別因素引響您的醫療決定？ 

7. 病人重視的問題與您重視的問題有何差異？ 

8. 您是如何與病人達到共識醫病溝通？ 

7. 整體評估 
 

1. 這案例之中你的責任是什麼?怎麼說呢? 

2. 你如何確認你真的有做到? 

3. 為何這些事情很重要? 

4. 經由這次討論對你未來撰寫個案報告的影響? 

5. 你覺得整個過程下來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更好的? 

 

三、 評量標準 

本表格適用新進或二年期醫事放射師訓練計畫(PGY)及醫事放射實習生(UGY)，兩者評量項目相同，

唯兩者評分標準不同，PGY學員須在各項操作達到熟練程度方可合格，UGY學生以瞭解的程度為評

分標準，不需能獨立完成或處理即可合格，各項評分細部說明如下： 

1. 未達標準：表現不合乎規定，而且在教師指導下也無法完成，請依學員的缺失多寡給於1-3級距 

          的分數。 

2. 接近標準：不能完成，仍需在教師帶領下才可以完成，請依學員的缺失多寡給於4-6級距的分數。   

3. 達到標準：可以完成，不需要教師的提醒順利完成檢查，請依學員的三項表現水準給於7-8級距 

          的分數。 

4. 優於標準：除了可以完成，而且能成為其他學員的典範，請依學員的優良表現程度給於9-10級 
          距的分數。 

四、 評分說明 

1. 從最低1分至最高10分，1~3分為未達標準，4~6分為接近標準，7~8分為符合標準，9~10分為優

於標準。如果未評量或無法評量該項之表現，則勾選N/A。評量分數計算：［評核表總和/7(評

核項次)]*10。及格分數為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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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的介紹與實務操作
PYG 與 UGY的分別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楊邦宏(北區)

林雯君(中區)

摘要

• 教學計劃的設計

• 課程的規劃與設計

• 醫事放射師PGY課程設計與UGY課程設計

• 結語

教學計畫的設計

• 教學目標

• 教學對象

• 教學課程

• 教學時間

• 教學方式

• 評量教學方式

教學計畫(核醫)

教學計畫(核醫) 課程設計的基本概念

• 所謂課程設計(curriculum design)是指界
定課程中的基本要素，如學科內容、教學
方法、教材、學習者的經驗和活動。課程
設計界定實際的課程要素，而課程發展則設計界定實際的課程要素，而課程發展則
是強調整體的過程。因此，課程設計的基
本概念，包括範圍（scope）、順序
（sequence）、銜接（articulation）、
延續（continuity）、平衡（balanc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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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模式
一、目標模式：課程設計採直線性目標導向的設計模式，將

其簡化為「目標」→「選擇」→「組織」→「評鑑」，學

者泰勒（R. W. Tyler）的主張。

二、歷程模式：只要詳述學科的「內容」與「程序原則」，

便可以合理的設計課程 強調課程設計應先建立程序原則便可以合理的設計課程，強調課程設計應先建立程序原則，

鼓勵學生探討有價值的教育領域或過程，而不是達成預定

的目標或結論。

三、情境模式：又稱之為情境分析模式或文化分析模式，主

張課程設計須自學習情境的評估與分析著手，據以提供不

同的計畫內容。其構成要素包括1.情境分析。2.目標擬定。

3.方案設計。4.解釋和實施。5.檢查評估回饋及重新建構。

課程設計與規劃

• 課程設計依據教學計畫設定

– 課程表

– 學習目標

– 教學方法

– 評估方式

• 訓練手冊或實習護照

課程表

• 教學課程依據教學對象安排

– 實習學生

– 新進人員

依據教學目標選擇適當的課程• 依據教學目標選擇適當的課程

– 課程的選擇需與學校課程區隔

– 職場訓練的目標不同於學校教育

– 考量訓練時程選擇適當的科目

訓練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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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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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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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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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 核子醫學部門

– 核醫診斷造影技術、影像分析處理與品保

• 熟悉核醫診斷造影技術。

– 核醫藥物與品保

• 熟悉核醫藥物作業與品保

體內分析檢查或放射免疫分析技術與品保– 體內分析檢查或放射免疫分析技術與品保

• 熟悉體內分析檢查及放射免疫分析技術與品保。

– 核醫數位影像處理與儲傳系統

• 具備影像處理、分析及儲傳作業能力。

– 放射性核醫治療技術與輻射安全

• 熟悉核醫治療技術，及治療技術相關輻射安全。

– 特殊核醫及分子影像診療技術

• 熟悉核醫及分子影像診療技術

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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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 訓練計劃 計劃主持人

• 課程設計 臨床教師

– 教學目標 期望達成的目標

教學內容– 教學內容

• 教學項目 上那些課程?

• 教學方式 如何教學?

• 教學時數 要花多少時間?

• 評量方式 如何確認學習者達到期望目標?

醫事放射師PGY課程設計實例

• 依據學習目標擬訂相對應之課程

• 課程名稱:核醫骨骼系統造影技術

– 授課者:臨床教師

目標 熟悉並能獨立執行核醫骨骼造影檢查– 目標:熟悉並能獨立執行核醫骨骼造影檢查。

– 教學方法:課堂講授,實務操作,臨床教學

– 時數:小時

– 評量方式:DOPS, Mini-CEX, CbD …

醫事放射師PGY課程設計實例

• 課堂講授

講授內容:

1. 單光子電腦斷層造影設備原理

2 骨骼造影技術與臨床應用2. 骨骼造影技術與臨床應用

3. 影像品質與影像處理

教學時數: 1~2小時

評量方式: 課前(後)筆試,口試

醫事放射師PGY課程設計實例

• 實務操作

– 課程內容

• 設備操作

• 相關環境介紹相關環境介紹

• 病人安全

• 臨床操作

– 教學時數

• 1~4 小時

– 評量方式
• DOPS, Mini-CEX

醫事放射師PGY課程設計實例

• 臨床教學

– 操作教學

• 臨床實務操作

• 影像處理實作影像處理實作

– 教學時數

• 1~4個月

– 評量方式

• 個案完成數

• CbD

• 放射診斷,放射治療及核子醫學號稱放射三
大科，各有其特色與重要性。

• 目前針對核子醫學領域的基礎訓練課程與
專業訓練內容來看，各校的教育訓練課程

實習學生訓練計畫

專業訓練內容來看，各校的教育訓練課程
安排上，差距很大(必修3學分~8學分)

• 實習週數僅4~6週，能學習的範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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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醫事放射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

實習護照(核子醫學)

• 核子醫學診療技術學實習週數不得低於4週

– 核子醫學診斷造影技術

– 放射免疫分析技術

體內分析檢查技術– 體內分析檢查技術

– 核子醫學治療技術

– 核子醫學藥物
註 實習單位因規模與設備無法提供實習學生實務操作時,得

以觀摩學習,課堂講授,或其他可達成實習訓練目的的方式

進行.

實習學生課程設計實例

• 依據學習目標擬訂相對應之課程

• 課程名稱:核子醫學診斷造影技術

– 授課者:臨床教師

目標 熟悉核醫造影檢查– 目標:熟悉核醫造影檢查。

– 教學方法:實務操作,臨床教學

– 時數:小時

– 評量方式:DOPS, Mini-CEX, CbD …

實習學生課程設計實例
• 實務操作

– 課程內容

• 設備操作

• 相關環境介紹

• 病人安全

• 臨床操作

– 教學時數

• 1~4 小時

– 評量方式
• DOPS, Mini-CEX

實習學生課程設計實例

• 臨床教學

– 操作教學

• 臨床實務操作

• 影像處理實作影像處理實作

– 教學時數

• 1週

– 評量方式

• CbD 或心得報告

結語

• 學校教育與職場教育目標不同

• 課程設計須依據訓練計畫設計

• 考量訓練時程選擇適當的課程

• 課程執行的可行性

• 教學方式依據課程內容安排

• 客觀性的評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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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聆聽～感謝您的聆聽～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討論
PGY 計畫是否要改為兩階段方式執行:

初階 : 一般核醫造影檢查技術

訓練時間: 6個月~12個月(得延長至23個月)

進階進階 : 

放射免疫分析技術

核醫藥物

同位素治療技術

數位影像傳輸系統

分子影像及特殊核醫造影技術

訓練時間: 第二年 (或初階完訓後)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臨床教師教學技巧訓練)【第68頁，共130頁】



 

 

104 年度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104 年度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 

主題：臨床教師教學技巧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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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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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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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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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內容不含第五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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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年教學醫院評鑑基準

及評量項目 
(草案) 

目錄 

 

第一章 教學資源與管理 .......................................................................................   

第二章 師資培育 ...................................................................................................   

第三章 跨領域教學與學術交流 ...........................................................................   

第四章 研究教學與成果 .......................................................................................   

第五章 實習醫學生及醫師之訓練與成果 ...........................................................   

第六章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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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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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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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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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學資源與管理 
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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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辦公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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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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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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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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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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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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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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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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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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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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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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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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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教會），且其

功能及運作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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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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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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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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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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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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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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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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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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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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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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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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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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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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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住院醫師

每週值勤時數符合評量項目規定，「部分符合」係指住院醫師每四週平

均值勤時數符合評量項目規定。 
9.本條文將依各年度評鑑檢討予以修正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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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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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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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

費用補助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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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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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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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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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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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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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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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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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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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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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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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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包含教師與受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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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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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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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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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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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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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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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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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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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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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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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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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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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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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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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屬之。 

7.於第 1 項規定期間內(例如申請民國 104 年度評鑑者，則以 99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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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年度評鑑者，則以 99～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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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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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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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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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年度評鑑者，則以 99～103年度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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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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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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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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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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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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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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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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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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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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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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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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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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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量項目（不含第 5章）-104.01 

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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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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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4
年起應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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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師對訓練課程反映管道、或相關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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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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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量項目（不含第 5章）-104.01 

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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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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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新進受訓人員接受二

項(含)以上之學前評估比率】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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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及學後評估相關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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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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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量項目（不含第 5章）-104.01 

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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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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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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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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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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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申請作業要點」為準 

6.2.1 

計 畫
主 持
人 資
格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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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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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申請作業要點」

為準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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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比，係指申請職類之整體師生比，非以部門區隔。 
註：教師認證完訓，係指經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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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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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經驗之專任
護理師，並有助
產師執照，且以
助產師執業登
記。 

 

具教學醫院
3 年以上聽
力執業經驗
之專任聽力
師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臨床教師教學技巧訓練)【第106頁，共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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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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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申請作業要點」為準 

6.2.1 

計 畫

主 持

人 資

格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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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為

準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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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比，係指申請職類之整體師生比，非以部門區隔。 
註：教師認證完訓，係指經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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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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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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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臨床服務

與兼任臨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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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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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申請作業要點」為準 

6.2.1 

計畫

主持

人資

格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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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為準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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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比，係指申請職類之整體師生比，非以部門區隔。 
註：教師認證完訓，係指經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認證師資培育制度機構之完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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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福利部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103 年度執行成效優良醫院獎勵費用 

核算機制與成效指標評分基準 
一、前言 

(一)依據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第九點規定，執行成效優良醫院

獎勵費用依本部訂定之教學醫院教學成效指標評核，該費用將併最後一季訓練

補助費用撥付。 
(二)教學成效指標填報及評核範圍，為醫院於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中實際收

訓之類別計畫。 
(三)本年度教學成效指標，共分三種：8 項質性指標、1 項改善指標、9 項量性指標。

醫院須於本部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管理系統同時完成三種指標之填寫，始可

自系統送件評核。 
(四)成效優良醫院獎勵費用之核算原則：1、成效指標成績須達獎勵門檻。2、成效

指標成績採計之指標項目，依不同權重值計算。3、指標評核總點數之算法為

指標總成績加乘醫院收訓計畫數。  

二、質性與改善指標項目及評分基準 
(一) 監測時間：103 年 1 月至 10 月。 

(二) 填報時間：103 年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17 時。 

(三) 送審時間：103 年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31 日 17 時。 

(四) 8 項質性指標及 1 項改善指標，其項目與評分基準如下： 
指標項目/內容 評分基準決議 

質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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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報注意事項： 
貴院提供之課程場

次資料，限制如下： 
＊ 貴院為主辦單位

者，不限場次。 
＊ 貴院為協辦單位

D：未符合 C 標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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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計畫地提供或安排院內教師相關「提升教師教學技能」等

進修訓練課程或活動。參與課程可為醫院自行舉辦或是到院

外參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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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之師資培育制度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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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內容 評分基準決議 
者，以 10 場次為

限。 
＊ 貴院僅派員參加

者，以 10 場次為

限。 

3. 設有鼓勵措施以促成教師參與進修訓練。 
A：  

1. 師資培育計畫周延並循序漸進執行。 
2. 定期檢討教師培育制度，分析執行成效並進行改善。 
3. 配合醫院教學發展需要，適度增加師資。 
4. 執行成效良好。 

 
[註] 
1. 「提升教師教學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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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 
(6) 其他依教師需求提供之課程，如教學、回饋等其他提升教學

能力相關課程 
2. 請醫院提供本年度針對教師舉辦或提供與提升教師教學技能有

關的研習訓練課程，包括以下項目： 
＊ 【性質（註明貴院為主辦、協辦或是派員參加）】課程名稱 
＊ 課程日期 
＊ 課程目標 
＊ 課程內容 
＊ 授課人員 
＊ 課程時數 
＊ 課程型式 
＊ 參與之院內人數  
＊ 參與之院外人數（若為貴院主辦或協辦才需填寫） 
＊ 課程滿意度（若為貴院主辦或協辦，且有滿意度調查者才需

填寫，整體課程滿意度，以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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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未符合 C 標準。 
C：明訂教學獎勵辦法或措施，並能落實執行，以鼓勵專任人員投

入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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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教學經費提供於補助各類醫事人員教學之用，且提出具體數字

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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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內容 評分基準決議 
1. 定期檢討獎勵辦法或措施，分析執行成效並進行改善。 
2. 執行成效良好。 

3. 本計畫之教學資

源因應配合措施。 
 
填報注意事項： 
請列出因應本計畫

且於本年度配合之

措施，與本計畫非相

關者不需列出。 

D：未符合 C 標準。 
C：提出之因應配合措施條理清楚明確，且與本計畫所需之教學資

源具相關性。 
B： 

1. 追蹤各項設備使用狀況，符合教學需求。 
2. 適時更新各種教學資源。 

A： 
1. 能依訓練計畫需要提供適當模擬訓練設施或環境，並定期評

估訓練設施之使用情形。 
2. 定期檢討教學資源使用、管理等相關辦法或措施，分析執行

成效並進行改善。 
3. 執行成效良好。 

 
[註] 
教學資源包含因應計畫衍生的硬體設備、教學所需之資訊化設備、

教學圖書、網路教學平台、教學教材製作、模擬訓練設施或環境等。

4. 針對計畫執行，進

行檢討與改善。 
D：未符合 C 標準。 
C：有多元管道得知執行缺失，並可針對缺失擬訂確實可行之改善

措施。 
B： 

1. 能引導各職類有查核（Check）及執行（Act）之機制。 
2. 能落實執行改善措施。 

A： 
1. 各職類訓練間有相互學習及支援之事實。 
2. 執行成效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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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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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內容 評分基準決議 
教師教學意見調查，資深教師及主管對教師教學之觀察等。 
 

6. 受訓人員學習成

效評估與改善，並

回饋結果。 

D：未符合 C 標準。 
C：訂有受訓人員學習成效評估辦法或機制： 

1. 西醫 PGY：於各項訓練課程結束後，有依衛生福利部公告之

評核方式予以評核，且評核結果實際回饋給受訓學員。 
2. 醫事人員：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受訓人

員學習成果，給予受訓人員回饋。 
3. 教師應針對學習過程中的問題，適時輔導受訓人員完成訓練。

B： 
1. 有提供管道供受訓人員反應問題或與醫院及教師溝通，且該

管道兼顧受訓學員之權益，並予以適當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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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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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 定期檢討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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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多元化的跨領域

團隊合作照護訓

練。 

D：未符合 C 標準。 
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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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醫院能協助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安排，且提出實例。 
3. 鼓勵所有職類受訓人員實際參與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

B：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模式之執行應符合醫院規模或特性。 
A： 

1. 定期檢討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課程，分析執行成效並進

行改善。 
2. 執行成效良好。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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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與醫療院所建立

實質教學合作關

係。 

D：未符合 C 標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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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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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內容 評分基準決議 
他院訓練或代為訓練他院醫事人員），並對外公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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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和合作機構溝通良好，且針對課程內容、經費支付、權責界定

及相關行政事項達成具體共識，並留有紀錄。 
A： 

1. 定期與合作機構召開檢討會議，分析執行成效並進行改善。

2. 執行成效良好。 
 
[註] 
1. 「醫療院所」不限指教學醫院。「醫療院所」亦可包括同一醫療

體系內的不同機構，惟需針對其所能提供的訓練特性作說明。

2. 本項指標以各職類訓練計畫需要為原則，不要求實際執行之訓

練計畫數皆符合。 

改善指標 
本年度教學指標相

較於前一年度之改

善情形。 
 
填報注意事項： 
1. 第 1-8 項指標著

重「前後年度改善

情形之比較」，請

分別依指標項目

1-8 呈現「經檢討

機制後，有改善事

實者。」 
2. 針對第 9 項，醫院

可提出教學特色

或教學創新等作

為，如導入新的教

學方法或自我研

發，惟應有具體成

效。 

分別填報質性指標第 1-8 項「相較於前一年度，經檢討機制有改善

事實之內容」及第 9 項，依其指標改善狀況判定，如下所示： 
 

 第 1-8 項：103 年度教學醫院教學成效指標，
相較於前一年度，經檢討機制有改善事實者。 

 第 9 項：有教學創新作為可提升教學成效之
事項。 

是 

（1分）

否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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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訂有教學獎勵辦法或措施，並落實執行，以

鼓勵投入教學。 
□ □ 

3 本計畫之教學資源因應配合措施。 □ □ 

4 針對計畫執行，進行檢討與改善。 □ □ 

5 教師教學成效評估與改善，並提供回饋結果。 □ □ 

6
受訓人員學習成效評估與改善，並提供回饋

結果。 
□ □ 

7 多元化的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 □ □ 

8 與醫療院所建立實質教學合作關係。 □ □ 

9 醫院有教學創新作為，足以提升教學成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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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量性指標項目及內容 
(一) 監測時間： 

1. 指標 1 至 5、7、13：103 年 1 月至 9 月。 

2. 指標 9：102 年全年度資料。 

3. 指標 12：102 年 10 月至 103 年 9 月。 

(二) 填報時間：103 年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31 日 17 時。 

(三) 送審時間：103 年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31 日 17 時。 

(四) 量性指標共計 9 項，其項目如下： 

 

指標 內容 填寫題數 填寫系統 

1 受訓人員計畫執行調查  由教師及受訓人

員至病安文化調

查系統填答 2 教師計畫執行調查 

3 
新進受訓人員接受二項（含）以上之學前評

估比率 1*受訓類別總數 

計畫管理系統 
（各類別資料） 

4 受訓人員完成每一訓練階段後評估比率 1*受訓類別總數 

5 完訓受訓人員通過完訓後評估比率 1*受訓類別總數 

7 教師接受多元教學評估比率 1*受訓類別總數 

12 受訓人員訓練至補助資格期滿之比率 2*受訓類別總數 

13 新進醫師及醫事人員接受訓練計畫之比率 3*受訓類別總數 

9 醫院教學費用分配之比率 3 
計畫管理系統 
（全院性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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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醫事放射師(士)訓練課程指引-(101 年 10 月 29 日衛生福利部公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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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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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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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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醫事放射師(士)訓練課程指引-(101 年 10 月 29 日衛生福利部公告版) 

 

(2) 進用單位為放射線治療部（科）者，訓練課程如下： 

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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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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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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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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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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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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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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醫事放射師(士)訓練課程指引-(101 年 10 月 29 日衛生福利部公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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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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醫事放射師(士)訓練課程指引-(101 年 10 月 29 日衛生福利部公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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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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醫事放射師(士)訓練課程指引-(101 年 10 月 29 日衛生福利部公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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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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醫事放射師(士)訓練課程指引-(101 年 10 月 29 日衛生福利部公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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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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醫事放射師(士)訓練課程指引-(101 年 10 月 29 日衛生福利部公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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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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醫事放射師(士)訓練課程指引-(101 年 10 月 29 日衛生福利部公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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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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醫事放射師(士)訓練課程指引-(101 年 10 月 29 日衛生福利部公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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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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醫事放射師(士)訓練課程指引-(101 年 10 月 29 日衛生福利部公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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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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醫事放射師(士)訓練課程指引-(101 年 10 月 29 日衛生福利部公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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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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放射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23 日選專三字第 1010000949 號令訂定發布

（註：本實習認定基準業於100年9月14日選專四字第1003302302號公告）

高等考試醫事放射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自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以後畢業者適用。

其實習學科、實習內涵、實習週（時）數、實習場所及實習補修規定如下：

一、實習學科、實習內涵、實習週（時）數最低標準：

實 習 學 科 實 習 內 涵
實習週（時）數

最 低 標 準

放射線診斷

實習

一般攝影(含乳房攝影、骨質密度)、特殊攝影、血管

攝影、心導管技術、牙科攝影、電腦斷層造影、一般

超音波(腹部、乳房、骨肌關節及小器官)、婦產超音

波、心臟超音波、神經血管超音波、磁振造影 

12 週

（480 小時）

放射線治療

實習

遠隔治療技術、近接治療技術、模具製作、模擬攝影

(含 CT)、放射治療計劃、放射治療品保、放射治療劑

量 

4 週

（160 小時）

核子醫學實

習

體內分析檢查技術與品保、放射免疫分析技術與品

保、核子醫學診斷造影技術(含 PET)與品保、核子醫

學治療技術與品保 

4 週

（160 小時）

實習總時數

以上各實習學科實習週（時）數最低標準合計為 20

週（800 小時），各校仍應視需要增加實習週數，以

達實習總週（時）數 26 週（1,040 小時）。

26 週

（1,040 小時）

二、實習場所：須為行政院衛生署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院。

三、實習補修規定：國內、外學歷報考者，若各學科實習內涵不足或週（時）數未達最低標

準，均可至國內各醫學院校補修，並由該校或實習機構出具證明。

四、實習證明書及實習補修證明書格式由考選部統一規定如附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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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申請師資培育制度認證應符合之規定： 

審查項目審查項目審查項目審查項目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委員共識內容委員共識內容委員共識內容委員共識內容 

培育對象培育對象培育對象培育對象 
符合本計畫作業要點規範之各

醫事職類人員。 
無。 

課程範圍課程範圍課程範圍課程範圍 

應為「教學能力提升」之培育課

程，如課程設計、教學技巧、評

估技巧、回饋、教材製作、跨領

域團隊合作照護教學或其他提

升教學能力相關課程。 

「教學能力提升之培育課程」為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 2.1.4教學能

力提升之培育」涵蓋範圍，如「課

程設計、教學技巧、評估技巧、教

材製作、其他依教師需求提供之課

程」，不包含「教學醫院評鑑基準

2.1.3一般醫學基本能力之培育」

涵蓋範圍，如「病人安全、醫療品

質、醫病溝通、醫學倫理、醫事法

規、感染控制、實證醫學、病歷寫

作」 

初次教師認證初次教師認證初次教師認證初次教師認證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至少須 10小時（或 10點）「教

學能力提升」之培育課程，可分

次且得於 2年內完成。 

1. 若機構師資培育制度認證辦法 

分為初、進階；或培育對象分

為臨床教師、部定教授等，應

視其辦法內容，皆符合本辦法

之規定，始可為「符合」。審

查結果分為「符合」、「條件

性符合」與「不符合」。 

2. 若機構師資培育制度認證辦法 

培育對象包含部定教授，機構

可自訂其辦法內容是否採認醫

學院校辦理的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課程，惟其初次教師認證

資格仍須符合本辦法規定，始

可為「符合」。 

完訓機制完訓機制完訓機制完訓機制及流程及流程及流程及流程 

應具體呈現「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課程上課時數（或點數）確

認機制及核予效期等完訓認證

流程。 

無。 

效期及延展規範效期及延展規範效期及延展規範效期及延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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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課程。 

本辦法僅審查機構師資培育制度

認證辦法，教師認證效期仍依機構

辦法訂定之，非屬本辦法審查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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