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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教育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應變機制」 
110學年度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生臨床實習方式與週數調整建議 

 
提供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日期：110 年 6 月 18 日版 

一、依據 

1.依教育部 110 年 6 月 4 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073491 號函示「醫、牙、護理、藥學及醫事
檢驗復健相關科系學生實習場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作業原則」，敘明醫事
類科學生得以一定比率內採虛擬（線上、視訊、直播等）或其他（模擬教室、業師或
臨床教師到校）等方式，替代實體臨床授課。 

2.依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 110 年 6 月 15 日疾管防字第 1100005807 號函，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科)臨床實習學生係 COVID-19 疫苗公費接種對象之第 1 類。本會業於 110 年 6 月
15 日以醫事放射全聯字第 1100080 號函請各教學醫院協助造冊並提供衛生單位。 

二、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科)學生臨床實習報到日期說明與建議 

1.為因應COVID-19疫情發展，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科)學生臨床實習報到日期及相關措施，
請各教學醫院配合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CDC)與教育部公告進行滾動式修正： 

(1)原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科)實習學生至教學醫院實習之報到日期為「每年 7 月份
第 1個星期一」，因應目前國內 COVID-19 疫情仍未趨緩，為顧及防疫安全，本(110)
學年度實習學生報到日期建議延後擇期進行。 

(2)依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100072709號函文指示於110年5月29日辦理之「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應變機制共識會議」決議，考量疫情情況，學生實習實體臨
床課程與虛擬課程比率上限共識為各50%，惟其結果將以教育部正式公告為準。若
依前述，則本(110)學年度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科)學生實習開始日期最遲應於
110年10月25日前，且實習結束時間不得逾111年1月28日。 

(3)實習學生若已完成疫苗接種，且表達希望於實習場所完成完整實習時程，請各教學醫院
依教育部函示，考量在防疫安全無虞、醫療量能可配合的前提下協助規劃，惟報到日
請儘量安排於完成疫苗施打兩次之 2週後。 

2.建議各教學醫院請實習學生提供報到日前三日內之快篩結果，若快篩結果呈陽性，則應
再提供核酸檢測(PCR)。 

3.醫事放射師教、考、訓、用制度合一直是本團體堅守的專業品質，因此全聯會也將再函文
衛生福利部，建議該等因疫情而未完成完整臨床實習之醫事學生，未來進入執業前，
應有更完備PGY訓練規範機制，以保障病人安全。 

 

三、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科)學生臨床實習課程調整建議及準則 
1.若疫情趨緩，仍應以實體課程為主，合先敘明。 

2.因應 COVID-19 疫情，若以 50%到院實習、50%採虛擬之比率調整臨床實習週數，則至教
學醫院臨床實習週數，經調整後由原至少 26 週改為至少 14 週。 

3.為達完成醫事放射師臨床核心能力訓練，將以縮減放射診斷實習期程為主，即醫學影像
技術學 6週、放射線治療技術學 4週及核子醫學診療技術學 4週。 

4.臨床實作時臨床醫事放射教師須在旁指導並提供學生防疫安全防護；同時建議於離峰時
段執行，尖峰時段則建議採用觀摩學習不接觸病人 

5.依110年5月29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應變機制共識會議」共識，
實習課程以虛擬課程（線上、視訊、直播等）取代者，其將由學校提供相關教材。 

6.建議教學醫院運用多元化之教材及自主學習教案，如：教學錄影、翻轉教學、線上即時
課程等方法，並有雙向回饋及評量之機制。 

7.教學醫院所核發實習訓練證明，須明確寫出於醫院實際臨床訓練週數與項目(請參考「放射
全聯會提供因應教育部 110 學年度放射學生實習證明」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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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科)學生臨床實習評量方式建議 

1.評核的部分應重在實務操作，以 DOPS、mini-CEX 為主，測驗部分實施於期初與期末測驗。 

2.口頭報告取消，僅實施書面報告。醫學影像技術學、放射線治療技術學、核子醫學診療
技術學各完成 1份。 

3.臨床實習案例教學與討論部份，醫學影像技術學、放射線治療技術學、核子醫學診療技
術學各完成 2篇，亦可以 CbD 評核表予以評核紀錄。 

五、因應教育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應變機制」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科)
學生臨床實習項目與時程調整建議 (以 50%到院臨床實習、50%採虛擬規劃) 

(一)基礎課程 

項次 實習項目 建議授課方式 

1 醫事放射相關法規 虛擬課程(以線上教材、視訊、直播等形式進行) 
2 輻射防護與輻射安全 虛擬課程(以線上教材、視訊、直播等形式進行) 
3 使用對比劑的安全機制 實體課程(小班制教學，可併入臨床實習項目) 
4 醫事專業倫理 虛擬課程(以線上教材、視訊、直播等形式進行) 
5 病人安全與感染管控 實體課程(小班制實際演練) 
6 醫病關係與兩性議題 虛擬課程(以線上教材、視訊、直播等形式進行) 
7 CPR 心肺復甦術 實體課程(小班制實際演練) 
8 洗手技巧的重要性 實體課程(小班制實際演練) 

 
(二)醫學影像技術學 (6 週) 

臨床實習項目 至少週數  備註 

一般 X光診斷攝影與品保 

2 週 

醫院自行規劃或彈性調

整各核心課程的實習時

間 

骨質密度測量 
乳房攝影(限女性) 
牙科攝影 
特殊攝影或介入性診療與品保 

1 週 血管攝影與品保 
心導管技術與品保 
超音波造影與品保 1 週 
磁振造影與品保 1 週 
電腦斷層造影與品保 1 週 

 
(三)放射線治療技術學 (4 週) 

臨床實習項目 至少週數  備註 

放射治療技術(含遠隔與近接治療技術) 

4 週 

實習總週數維持不變，

醫院自行規劃或彈性調

整各核心課程的實習時

間 

模擬攝影(含 CT) 
模具製作 
放射治療計畫及劑量計算 
放射治療品保(含設備儀器及影像品保) 
 
(四)核子醫學診療技術學 (4 週) 

臨床實習項目 至少週數  備註 
核子醫學診斷造影技術(含 PET)與品保 

4 週 

實習總週數維持不變，
醫院自行規劃或彈性調
整各核心課程的實習時
間 

放射免疫分析技術與品保 
體內分析檢查技術與品保 
核子醫學藥物與品保 
核子醫學治療技術與品保(含設備儀器及影像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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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力 

與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科)學生臨床實習項目對應說明 
 

提供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提供日期：110 年 6 月 15 日 

一、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力說明 

(一)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 

具備影像診斷、放射線治療、核子醫學、醫療輻射安全與影像等知識，充分應用於影像診療
檢查暨放射治療領域，並提供良好的影像品質、精準的治療技術、降低檢查輻射劑量及異常
影像之專業知能與技術。 

(二)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能力 

善用知識、技巧與態度，先傾聽，再溝通，以同理心與尊重病人權益，建立良好醫病關係，
從「心」感受，並與醫療團隊成員達成有效溝通。 

(三)病人照護 

須能呈現臨床影像檢查與放射治療技術專業，具備以病人為中心，並參與跨領域團隊成員共
同照護，提升病人接受放射醫療妥善率及病人安全。 

(四)提升本職技能 

須不斷接受臨床影像檢查與放射治療技能的新知教育，積極參與院內外學術研究及研討會，
並能廣泛充實專業相關知識與服務技能，以提升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精進醫事放射照
護服務能力。 

(五)專業素養 

須能以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之專業技能照護病人，並具「視病猶親」之服務態度，恪遵醫學
倫理。 

二、醫事放射師應具備之知識、技能、態度 

(一)醫事放射師「醫學影像技術」應具備之知識、技能、態度 

態度 知識 技能 

1. 謹慎仔細 

2. 積極進取 

3. 專業精進 

4. 團隊合作溝通 

5. 視病猶親 

6. 尊重隱私權 

7. 服務敬業 

8. 不驕不躁 

1. 基礎醫學(解剖學、病理學等) 

2. 感染控制知識 

3. 輻射安全防護知識 

4. 放射診斷專業知識 

5. 擺位與儀器操作知識 

6. 全人照護知識 

7. 病人管路安全(如 CVP、Port-A 等
知識) 

8. 病人突發狀況與其他異常狀況判
斷知識 

9. 對比劑藥理作用知識 

10.PACS 基本應用 

1. 溝通技巧(含病人及團隊) 

2. 病人安全照護 

3. 輻射安全防護 

4. 放射診斷專業技能 

5. 擺位與儀器操作技巧 

6. 全人照護執行 

7. 病人突發狀況與其他異常狀況
處置 

8. 儀器與環境清潔維護 

9. 個人防護裝備穿脫 

10.影像處理與品質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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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事放射師「放射治療技術」應具備之知識、技能、態度 

態度 知識 技能 

1. 謹慎仔細 

2. 積極主動 

3. 尊重、同理心 

4. 病人安全照護與隱私 

5. 團隊合作 

6. 職場倫理 

1. 基礎醫學(解剖學、病理學等) 

2. 感染控制知識 

3. 病人安全照護知識 

4. 輻射安全防護知識 

5. 全人照護知識 

6. 醫學物理學與輻射安全 

7. 放射線治療原理與技術學 

8. 影像導引相關知識 

1. 執行儀器每日品質保證 

2. 團隊溝通技巧 

3. 執行病人安全照護及感染管制 

4. 輻射安全防護 

5. 環境清潔維護 

6. 儀器操作 

7. 影像導引技能 

 

三、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力相對應之實習能力培育面向 

五大核心能力 醫學影像及放
射科學知識 

醫病關係及團
隊溝通能力 

病人照護 提升本職技能 專業素養 

培 育 面 向 知識 溝通與合作 病人照護 技能 終身學習 

 
 
四、實習課程對應 

(一)基礎課程 

實習項目 知識面向 技能面向 醫事放射師五大心能力 

醫事放射相關法規 *放射診斷專業知識  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 

輻射防護與輻射安全 *輻射安全防護知識 *輻射安全防護 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 

提升本職技能 

使用對比劑的安全機制 *對比劑藥理作用知識 

*病人突發狀況與其他 
異常狀況判斷知識 

*放射診斷專業技術 

*儀器操作技巧 

*病人安全照護 

*病人突發狀況與其他
異常狀況處置 

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 

提升本職技能 

病人照護 

醫事專業倫理 *全人照護知識 *溝通技巧(含病人及
團隊) 

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 

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能力 

專業素養 

病人安全與感染管控 *感染控制知識 *病人安全照護 

*個人防護裝備穿脫 

*儀器與環境清潔維護 

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 

提升本職技能 

病人照護 

醫病關係與兩性議題 *全人照護知識 *溝通技巧(含病人及
團隊) 

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 

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能力 

專業素養 

CPR 心肺復甦術 *病人突發狀況與其他
異常狀況判斷知識 

*病人安全照護 

*病人突發狀況與其他
異常狀況處置 

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 

病人照護 

洗手技巧的重要性 *感染控制知識  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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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學影像技術學 

臨床實習項目 知識面向 技能面向 醫事放射師五大心能力 

一般 X 光診斷攝影與
品保 

*基礎醫學(解剖學、病理學等) 

*感染控制知識 

*輻射安全防護知識 

*放射診斷專業知識 

*擺位與儀器操作知識 

*全人照護知識 

*病人管路安全(如 CVP、
Port-A 等知識) 

*病人突發狀況與其他異常
狀況判斷知識 

*對比劑藥理作用知識 

*PACS 基本應用 

*溝通技巧(含病人及
團隊) 

*病人安全照護 

*輻射安全防護 

*放射診斷專業技能 

*擺位與儀器操作技
巧 

*全人照護執行 

*病人突發狀況與其
他異常狀況處置 

*儀器與環境清潔維
護 

*個人防護裝備穿脫 

*影像處理與品質管
理 

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 

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能力 

病人照護 

提升本職技能 

專業素養 

骨質密度測量 

乳房攝影 

牙科攝影 

特殊攝影或介入性
診療與品保 

血管攝影與品保 

心導管技術與品保 

超音波造影與品保 

磁振造影與品保 

電腦斷層造影與品

保 

 

 

(三)放射治療技術學 

臨床實習項目 知識面向 技能面向 醫事放射師五大心能力 

放射治療技術(含遠
隔與近接治療技術) 

*基礎醫學(解剖學、病理學等) 

*感染控制知識 

*病人安全照護知識 

*輻射安全防護知識 

*全人照護知識 

*醫學物理學與輻射安全 

*放射線治療原理與技術學 

*影像導引相關知識 

*執行儀器每日品質保

證 

*團隊溝通技巧 

*執行病人安全照護及
感染管制 

*輻射安全防護 

*環境清潔維護 

*儀器操作 

*影像導引技能 

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 

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能力 

病人照護 

提升本職技能 

專業素養 

模擬攝影(含 CT) 

模具製作 

放射治療計畫及劑
量計算 

放射治療品保(含設
備儀器及影像品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