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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 
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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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高雄榮民總醫院 

活動時點：北區 104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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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 104 年 6 月 6 日(星期六)•高雄榮民總醫院【第 5 會議室】 

時 間 分鐘 內 容 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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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09:30 30 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推動
重點及執行成果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09:30～10:30 60 計畫主持人應具備之核心能力(I)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重點宣導 

杜高瑩醫事放射師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核子醫學科 

10:30～12: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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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補助計畫、成效指標】 

•醫策會「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師資

培育制度認證辦法」說明 

林文斾組長 
三軍總醫院放射診斷部 

12:00～13:00  午      餐 

13:00～14:40 100 

104 年度教學醫院評鑑預評經驗分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黃國明技術長) 

•奇美醫院(黃建中組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魏毓芬副主任)

杜高瑩醫事放射師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核子醫學科 

林文斾組長 
三軍總醫院放射診斷部 

14:40～16:40 120 
計畫主持人應具備之核心能力課程設計
•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力課程設計 

•醫事放射進階課程設計 

江志明主任秘書 
柏忕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16:40～18:10 90 實證醫學之教學技巧 
陳嘉宏組長 

嘉義基督教醫院影像醫學科 

18:10～18:3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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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5  歸      賦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電話：02-2558-5191   傳真：02-2558-5192   網址：www.car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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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計畫推動重點及執行成果

1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

畢業後臨床綜合訓練(PGY)計畫推動時程

西
醫
師

醫

三個月訓練 六個月訓練
一年期訓練

分組制試辦

2003
SARS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內科組 2.外科組
3.內(兒)組 4.外(婦)組

2

醫
事
人
員

評鑑

包含中醫(96-101)、藥事、醫事放射、醫事檢驗、護理、呼吸治療、營養、助產

職能治療、物理治療、臨床心理、諮商心理、語言治療、聽力、牙體(103.7開始)

100年版教學評鑑

二年期醫事人員訓練(教補計畫)

104年版

西醫PGY與教補實地訪查

成效指標填報/獎勵成效指標

訪查
輔導

追蹤輔導

教學醫院評鑑(未納入教補與西醫PGY)

實地諮詢輔導

與評鑑搭配

實地訪查

新版課程

計畫執行整體流程計畫執行整體流程

計畫申請

每月登錄教師
受訓人員名單
每季領取補助

1教學醫院評鑑

計畫評估

受補助醫院

計畫審查
【醫策會】

計畫核定
【衛福部】

收訓學員
執行訓練計畫

1.教學醫院評鑑
2.實地諮詢輔導
3.實地稽核訪查

確認醫院
實際執行狀況

填報教學成效指標

成效獎勵
費用依據

教學醫院評鑑

104各職類訓練計畫執行概況

職
類

(PG
Y+

專
科)

西
醫
師

藥
師

醫
事
放
射

醫
事
檢
驗

牙
體
技
術

護
理

呼
吸
治
療

營
養

助
產

聽
力

職
能
治
療

物
理
治
療

臨
床
心
理

諮
商
心
理

語
言
治
療

總
計

核定
數
A

1,086 136 109 127 0 137 75 98 1 0 105 113 73 2 1 2,063

實際
執行
數
B

695 128 96 100 0 137 56 66 0 0 82 79 58 2 1 1,500

比例
B / A 
(%)

64 94 88 79 0 100 75 67 0 0 78 70 79 100 100 73

備註：
103年有2個牙體計畫、15個聽力計畫、12個語言治療計畫通過審查，其中僅1個語言治療計畫通
過教評，其餘28個計畫尚未接受教評，故不計入本表之統計（資料統計至104年3月31日止） 。

98-103受補助人數比例（覆蓋率）

年度 98年 99年 100年 101年 102年 103年

新接受補助人數
A 2,883 1,888 3,728 4,167 3,945 3,233

當年度新領證醫事人員
且執登教學醫院人數

B
4,825 3,568 5,570 4,957 4,863 4,225

5

受補助比例(％)
A / B 59.75 52.91 66.93 84.06 81.12 76.52

說明：

1.受補助人員數：以98至103年，近5年受補助人員總數，資料來源為本計畫管理系統仍在

在教學醫院接受補助之受訓人員。

2.醫事人員領證且執登教學醫院人數：以98至103年領得證書且執登教學醫院的人數估算，

資料來源為衛生福利部醫事人員系統。

98-103受訓人員分布概況
年度

健保特
約層級

98年 99年 100年 101年 102年 103年

醫學中心
9,429

(51.2%)
9,261

(51.2%)
11,254

(50.3%)
11,796

(50.9%)
12,488
(51.2%)

13,372
(51.8%)

區域醫院
8,269

(44.9%)
7,809

(43.2%)
9,765

(43.6%)
10,026
(43.3%)

11,021
(45.2%)

11,554
(44.8%)

地區醫院
710

(3 9%)
984

( 4%)
1,350
(6%)

1349
( 8%)

887
(3 6%)

883
(3 4%)

6

(3.9%) (5.4%) (6%) (5.8%) (3.6%) (3.4%)

合計人數 18,408 18,054 22,369 23,171 24,396 25,809

說明

1. 100年受惠於補助資格年限放寬（領證後2年內 領證後4年內）

2.中醫師訓練計畫於101年12月31日終止，102年1月1日起併入衛生福利部中醫藥委員會辦

理「中醫醫療機構負責醫師訓練計畫」，故僅呈現98-101年之資料。

3.配合組織改造，牙醫師訓練於102年7月23日起移由衛生福利部心理及口腔健康司規劃辦

理，故僅呈現98-102年7月23日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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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類

西醫
護理

藥事

醫事
放射

語言
治療

聽力

牙體
技術

新進醫事人員訓練涵蓋職類

7

14類

訓練課程 醫事
檢驗

物理
治療

職能
治療

臨床心
理&諮
商心理

呼吸
治療

營養

助產

1313職類醫事人員職類醫事人員--二年期訓練二年期訓練課程課程指引指引
二年期訓練課程指引為「規範化最低要求」，執
行時不能低於指引要求
各職類訓練課程指引分類大項一致
─ 基礎訓練課程：醫療安全/感控等以時數計算之基礎執
業概念
核心訓練課程 該職類人員上線所必需要的核心技能

8

─ 核心訓練課程：該職類人員上線所必需要的核心技能
─ 專業訓練課程：進階選修課程

該職類人員執業領域：由受訓人員選擇其未來志向領域訓練
醫院依所需或是醫院特色而安排的課程

針對課程指引執行滿一年之10職類(不含牙體/語/
聽)，103年10月以問卷調查執行建議

8

醫事放射職類

共797位臨床教師回復問卷
─ 92.11%認為依現行訓練課程合適，訓練項目與訓練時間

皆不須調整

─ 5.60%認為須調整訓練項目

─ 4.71%認為須調整訓練時間

部分臨床教師建議如下

9

部分臨床教師建議如下：
─ 在訓練方式部分：

● 建議訓練應以實際操作為主

● 跨領或團隊合作照護訓練不容易執行，建議宜適科適性

─ 在評核標準部分：

● 建議評分標準可使用3分法，以簡化評核方式

● 建議可有多元化之評估方式，如筆試、DOPS及mini-CEX等

核定之職類訓練計畫想修改，怎麼辦？

系統將不每年開放修改計畫，未來視指引調整幅
度開放

教補系統被核定的訓練計畫想修改，怎麼辦？？

訓練醫院可依據院內討論後之會議紀錄，進行計畫修改

大前提：不能違背衛福部公告之指引或低於指引要求

10

教學醫院評鑑時，請以下列資料佐證：

1.討論修改計畫之會議紀錄

2.完成院內相關程序修改之新計畫

完成院內相關程序即可開始執行

經過這個流程修改計畫，於評鑑時呈現計畫與教補系統不一致是OK的!!!

教補計畫
師資培育制度（教學能力提升）認證

11

認證對象共13職類：
護理師、藥師、醫事放射師、醫事檢驗師、職能治療師、
物理治療師、臨床心理師、諮商心理師、呼吸治療師、
助產師、營養師、語言治療師、聽力師、牙體技術師

師資培育制度認證辦法(不含醫師)

審查結果符合
通過認證

本會審查

教學醫院、各職類全聯會與學會
送審師資培育制度認證辦法

修改後辦法
暨

2.1.1對醫師及其他醫事
人員有具體教師培育制
度並落實執行
2.1.4教學能力提升之培
育

※※ 104104年納入年納入6.26.2節新進醫節新進醫
事人員計畫主持人資格事人員計畫主持人資格

搭配評鑑

12

補件 認證機構將認證教師
名單送至本會登錄

本會網站平台公布本會網站平台公布
認證機構名單
認證教師名單

通過認證暨
修正內容對照表

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師資條件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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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課程 VS 教學醫院評鑑項目 VS
教補計畫師資認證課程範圍

教
評
基
準

2.1.1
對醫師及其他
醫事人員有具
體教師培育制
度並落實執行

2.1.3
ㄧ般醫學基本
能力之培育

2.1.4
教學能力提升
之培育

1. 依照醫院之
功能 規模

1. 病人安全
2 醫療品質

1. 課程設計
2 教學技巧

教學

能力

13

評
量
項
目

功能、規模
及特性明定
教師培育制
度…

2. 師資培育之
運作應包含…

3. 定期檢討教
師培育制度…

2. 醫療品質
3. 醫病溝通
4. 醫學倫理
5. 醫事法規
6. 感染控制
7. 實證醫學
8. 病歷寫作
9. 其他經醫院
認定合適之
課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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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

發展

一般

醫學

計有134家教學醫院、17家專業團體通過師資培育制度認證

醫策會教學師資認證專區

認證機構與教師查詢

列印教師認證證明書

120家機構已提供認證教師名單，

師資培育制度認證結果

14

33,200人

教師認證證明書

認證機構名單

備註：統計至104.4.10，尚在效期內之教師人數

教補系統教師
20,416位，具有
師資認證之資格者
計有16,003位，
達成率約為79％

977個核定計畫，
計有779個計畫具
有師資認證資格，
達成率約為81％

因應未來將「取
得本計畫師資培
育制度認證之教
師完訓證明」納
入本計畫申請作

業要點

教學師資工作坊
目的：
1.了解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執行重點及未來規劃方向
2.幫助臨床教師身心壓力調適
3.建立各職類教師執行教學經驗分享、交流平台

101年度-103年度起迄今共計辦理34場次，完訓人數2,361人完訓

15

教材及教學資源平台

16

教材-教學資源分享平台

本會網站【醫學教育】選
單中，隨時更新本計畫相
關資訊及聯合訓練機制
http://www.tjcha.org.tw/

一般醫學知識網

17

一般醫學訓練相關教材及
教學指引，提供教學訓練
醫院、教師、受訓學員等

參考使用，且提供免費全
文下載
http://www.tjcha.org.tw/PGY
/【醫策會首頁→出版→一
般醫學知識網】

教材教材

•新進醫事人員教案系列
（2）醫事放射教案
（3）醫事檢驗教案
（4）臨床心理教案
（5）物理治療教案
（6）藥事教材
（8）呼吸治療教材
（9）職能治療教材

18

（9）職能治療教材
(10) 營養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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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語教材編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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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成效指標修正
朝向與教學醫院評鑑一致

104年版

教學醫院
評鑑基準

相輔相成

每年填報 4年彙整1次

19

協助醫院準備
教學醫院評鑑資料之歸納

透過4.1.1「成效指標填報結果之評估與改
善」，衡量訓練醫院執行成效，確認醫院定
期檢討各項指標達成情形

評鑑基準 2.1.4教學能力提升之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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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佐證
資料

教學成效指標－質性指標１之填報內容與佐證資料
其他

聚焦教學品質，減少指標項數
指標項目與教學醫院評鑑內容整合
指標填報內容為教學醫院評鑑之
「建議佐證資料」
未來成效指標 「教學醫院評鑑
持續監測指標」

醫事職類受訓人員「訓練成效評估」
對象：護理及醫事放射

目的：依護理及醫事放射之「核心能力」，檢視二年期受訓人員訓練成

效是否達成

方法：以醫策會/學會/全聯會為發起者，引導該職類執行成效評估

─ 研擬研究設計

─ 發展一致化之評估工具

20

─ 設定研究對象與條件

─ 徵求合作醫院：護理15家、醫事放射41家

感謝教師的投入與支持

21

謝謝聆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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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應具備之核心能力(I)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量項目重點宣導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理事
馬偕醫院核子醫學科

杜高瑩

第一章 教學資源與管理
1.1 教學及研究設備

1.1.1 擔任教學任務之人員有專用辦公空間

1.1.2 教室、討論室或會議室數量充足，且具教學功能

1.1.3 醫院應設置網路教學平台

1.1.4 醫院應提供教學教材製作服務

1.1.5 應設置適當空間及設備供研究之用

1 2 圖書、文獻資料查閱機制1.2 圖書 文獻資料查閱機制
1.2.1 購置必須的圖書及期刊

1.2.2 適當的文獻檢索與圖書利用機制

1.3 臨床訓練環境
1.3.1提供良好的門診訓練場所

1.3.2提供良好的急診訓練場所

1.3.3提供良好的住診訓練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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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提供其他職類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學習或訓練所需空間及設備

1.3.6提供模擬訓練設施或環境

第一章 教學資源與管理

1.4 行政管理之執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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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應設置教學行政單位，執行良好

1 5 教學 進修及研究經費編列1.5 教學、進修及研究經費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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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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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改善醫師值班工作負荷，促進職業安全與健康

第二章 師資培育

2.1 師資培育制度執行與成果

2.1.1 明訂有具體教師培育制度並落實執行

2.1.2 明訂有教學獎勵辦法或措施，並能落實執

行 以鼓勵投入教學活動行，以鼓勵投入教學活動

2.1.3 ㄧ般醫學基本能力之培育

2.1.4 教學能力提升之培育

第三章 跨領域教學與學術交流

3.1國內與國際間學術交流活動

3.1.1與醫療院所建立實質教學合作關係

3.1.2參與國際相關學術活動

3 2跨領域團隊合作3.2跨領域團隊合作

3.2.1有多元化的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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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教學與成果
4.1教學成果之評估

4.1.1成效指標填報結果之評估與改善

4.2研究之教學與獎勵

4.2.1具備研究鼓勵辦法及獎勵措施

4.2.2有提升研究能力之教學辦法

4.2.3重視研究倫理，並查核研究論文真實性

4.3 研究計畫之執行成果

4.3.1爭取院內外研究計畫案件

4.3.2醫師執行研究且成果良好

4.3.3其他醫事人員研究執行與成果良好

第六章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 醫事實習學生的訓練

6.1.1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6.1.2  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6.1.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6.1.4 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6.1.4  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 新進人員(指PGY學員)的訓練

6.2.1   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6.2.2   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6.2.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6.2.4   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改善

教學計畫

課程設計

教學與評量

訓練計畫

課程內容與教學評量方式

學習護照與學習歷程

教學評鑑6.1

教學評鑑6.2

評估與回饋

成效分析與改善
檢討

各種評量表與回饋單

教學討論會議記錄,成
效分析表

教學評鑑6.3

教學評鑑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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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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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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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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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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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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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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習期間之教學課程與教學活動，應依學生能力作適當調整。

3.教師對於教學訓練計畫（含訓練課程）之建議有管道可以反映，並參與修
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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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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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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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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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評估相關紀錄2.學習評估相關紀錄。

3.實習學生反映問題管道及教學檢討紀錄。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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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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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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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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目的：

確保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且具完備師資。

評量項目：

1.教學訓練計畫依衛生福利部計畫審查結果意見修訂。

2 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符合附表規定之資格 並確實負責主持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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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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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
活動

目的：

確保所安排之課程符合新進醫事人員訓練需求，並兼顧其學習及病人安全。

評量項目：

1.收訓新進醫事人員時，應採用具體的學前評估方式，以了解其能力及經驗。

2.應依受訓人員之能力及經驗，安排合適的訓練課程，兼顧其學習及病人安全。

3.應使受訓人員清楚了解其訓練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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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訓練時間應合理安排，以兼顧受訓人員之學習與工作需要。

6.教師對於教學訓練計畫（含訓練課程）之建議有管道可以反映，並參與修訂計
畫。

[註]

1.若為新申請評鑑或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選擇受評之職類未有收訓新進醫事人
員者，就該職類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2.申請新增職類就該職類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評量方法：

1.訪談受訓人員及查閱學習歷程檔案（或學習護照），瞭解學前評估、教學活動
及課程、安全防護訓練、及確認是否清楚後續課程之期程安排。

2.訪談教師，確認教師於帶領受訓人員期間如何安排從事教學訓練工作與其他工
作之比重，如何依受訓人員能力及經驗調整課程、及是否清楚反映訓練課程管
道或參與修訂訓練課程。

3.各項例行性教學活動（如晨會、臨床研討會、專題討論、併發症及死亡病例討
論會、病理討論會等）之重點在於教學與討論的互動過程，討論內容是否記錄
或紀錄方式由醫院自行決定即可，委員將透過實地查證或訪談方式了解執行情
況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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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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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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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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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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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教學醫院評鑑基準

簡化、優化、日常化。開發「持續性
監測指標」，預計納入本年試評，供委員
運用持續性監測指標進行評核。

• 原238條基準，整併至187條，委員查證方
式將導入PFM（patient-focused method），
加強委員查證技巧。

醫院評鑑實地評鑑時間分配表擬規劃調整如下表
（草案），意即教學醫院評鑑查證時間至少安排2天。

教學醫院評鑑104年版[實地查證及訪談]時間分配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第12頁，共150頁】



2015/5/14

7

教學醫院評鑑

• 共同項目:

– 教學環境

– 師資培育

跨領域團隊合作– 跨領域團隊合作

– 教學研究與學術交流

教學醫院評鑑

• 教學環境(評鑑重點)

– 圖書館使用狀況

– 各職類圖書預算各職類圖書預算

– 各職類教學場所

– 學員活動空間

– 教學資源使用狀況

教學醫院評鑑

• 師資培育(評鑑重點)

– 師培中心組織

師培課程安排– 師培課程安排

– 獎勵制度

– 教學會議記錄

教學醫院評鑑

• 跨領域團隊合作(評鑑重點)

– 跨領域團隊合作計劃

– 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的執行狀況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的執行狀況

– 有無聯合訓練機制

教學醫院評鑑

• 教學研究與學術交流(評鑑重點)

– 各職類的研究論文數

參與國際學術會議狀況– 參與國際學術會議狀況

– 是否有參與各種研究計劃

Q a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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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討論室 部會議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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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會議室電腦教室婦保會議室

報告人:林文斾醫事放射師

104年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全國聯合會計畫主持人課程

大 綱

成效指標(質性與量性)

二年期教補計畫訓練課程二年期教補計畫訓練課程

師資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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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7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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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成效指標(質性與量性)

二年期教補計畫訓練課程二年期教補計畫訓練課程

師資認證

基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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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1～11項每項至少2小時，二年至少須達25小時

核心課程

A.進用放射診斷部(科)

(1)確認是否有31項必訓項目,訓練時間22個月,選訓項目至少ㄧ項,
訓練時間一個月(共23個月)

(2)必訓項目如沒有儀器設備,必須列入聯合訓練機制

(3)訓練方式及評核標準至少述明二種以上

(4)非進用單位訓練(訓練時間1個月):放射腫瘤部、核子醫學及其
它放射線或醫學影像,訓練項目至少二項,訓練時間共二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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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選一項, 訓練時間二週

核心課程

B.進用放射腫瘤部

(1)確認是否有6項必訓項目,訓練時間22個月,選訓項目至少ㄧ
項,訓練時間一個月(共23個月)

(2)必訓項目如沒有儀器設備,必須列入聯合訓練機制

(3)訓練方式及評核標準至少述明二種以上

(4)非進用單位訓練(訓練時間1個月):放射診斷部、核子醫學
及其它放射線或醫學影像,訓練項目至少二項,訓練時間共
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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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選一項, 訓練時間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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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

C.進用核子醫學部

(1)確認是否有11項必訓項目,訓練時間22個月,選訓項目至少ㄧ項,
訓練時間一個月(共23個月)

(2)必訓項目如沒有儀器設備 必須列入聯合訓練機制(2)必訓項目如沒有儀器設備,必須列入聯合訓練機制

(3)訓練方式及評核標準至少述明二種以上

(4)非進用單位訓練(訓練時間1個月):放射診斷部、放射腫瘤及其它
放射線或醫學影像,訓練項目至少二項,訓練時間共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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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選一項, 訓練時間二週

核心課程

D.進用其它放射線或醫學影像單位(如牙科、心
導管等)

(1)如有提出訓練計畫 建議訓練項目:(如牙科攝影技術與影(1)如有提出訓練計畫,建議訓練項目:(如牙科攝影技術與影
像品保23個月即可)

(2)如果沒有提出計畫,不能申請教學補助

(1)進用單位如有超音波設備者應該列為必訓項目,其他科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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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訓練一項,訓練時間二週

超音波訓練注意事項

(2)進用單位如沒有超音波設備者,其他科超音波訓練(一般超音
波、心臟超音波、婦科超音波、胎兒超音波、神經血管超音
波)至少訓練一項,訓練時間至少二週

1.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審查時,訓練時間是以『時』為單位,每
半年至少ㄧ次(二年至少4小時) ,訓練項目至少述明ㄧ項以上

2.依進用單位的屬性規畫與不同職類的醫事人員共同討論照護
的活動名稱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

的活動名稱

大 綱

成效指標(質性與量性)

二年期教補計畫訓練課程二年期教補計畫訓練課程

師資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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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制度認證辦法

師資培育制度認證之申請機構

經衛福部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師資培育制度認證辦法

課程範圍:  以教學能力提升為培育課程

1.課程設計、教學技巧

2.評估技巧、回饋

3.教材製作

4.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教學

5.其他提升教學能力相關課程

師資培育制度認證辦法

初次教師認證資格:至少須10小時(或10點)
「教學能力提升」之教育課程可以分次且得於
2年內完成

效期:3年

延展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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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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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Q1.教學醫院評鑑有教師認證人數的要求？

Q2.如果醫院尚未通過醫策會認證，要如何被認證？

Q3.教師被不同有認證的機構送審時，該如何計算
有效期？

Q4.實習學生及新進學員的臨床教師需要被認證？
CFD一定要上嗎？

Q & A

Q5.如何鼓勵資深教師投入教學？資淺教師培育？

Q6.各種評量方式及表單產生的過程？

Q7.跨領域教學活動進行情形？執行的困難？

Q8.工作與教學如果無法配合該怎麼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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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大醫院放射腫瘤科 黃國明

2015.05.23

2

辦法辦法
機制機制
數據數據、、分析分析
PDCAPDCA

實習學生之訓練與成果

3

6.1.1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1.訂有各校實習合約、實習保險

(由教學部負責承辦相關事項及統一保管)

• 臨床指導教師與實習學生人數之師生比符合1:1

學年度 100 101 102 103

4

醫事放射實習
生受訓人數(位)

42 42 25 23

實習學校 (所) 6 7 5 6

本科師生比

20/10 19/10 20/6 23/6

2:1 2:1 3.3:1 3.8:1

實習合約及保險

6.1.1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2.應訂定教學訓練計畫，內容應包含：訓練目標、核心課
程、教學活動及評估機制等，並符合該職類學生實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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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科醫事放射實習生訓練計畫依院版計畫書格式撰寫
• 訓練目標

• 執行期程

5

執行期程

• 課程教學負責人

• 課程師資(按計畫架構任務分派、職掌執行計畫)

• 教學資源

• 訓練課程與訓練方式

• 評量方式

• 雙向回饋機制

• 補強及輔導機制

• 其它相關實習規定

• 每年訓練計畫修訂與成果分析與改善

6.1.1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3.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應有臨床教學經驗且符合附表規定

之資格，並確實負責主持計畫相關事務。

3-1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

6

計畫主持人趙曉玲具有10年以上臨床資歷，確實負責統籌醫事放射實習學
生訓練計畫之規劃、執行及成效評估。

本科醫事放射實習學生訓練計畫內容載明訓練目標、師資、教學資源、訓
練課程、方式及評估機制，並按計畫架構任務分派、職掌執行計畫。練課程、方式及評估機制，並按計畫架構任務分派、職掌執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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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3-2 提升醫事放射實習生實習訓練及強化教學品質

計畫主持人

醫學物理師組
放射實習生課程主任

趙曉鈴放射師
放射實習生副主任

杜昭遠放射師

7

放射實習生教學小組全程輔導與指導學生

負責醫學物理教學

趙曉玲放射師
曾怡瑾放射師
杜昭遠放射師
黃國明放射師

強化課程
教學老師

黃安潔放射師
吳筱菁放射師
廖文嘉放射師
白淑珍放射師

機組實務工作
所有醫事放射師

各校派送醫事放射實習生

溫舒瑜放射師
周秀蓉放射師
王喬槿放射師
胡志忠放射師

領有臨床指導
老師證協助教學

林煒柔放射師
莊坤霖放射師
蕭凱嘉放射師

實習生導師責任制 教學小組組織架構

4.教師資格、師生比應符合附表規定之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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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學醫院2年以上具專責臨床指導教師資格共24名

• 臨床實務操作課程

• 由教師與學生採一對一或二對一教學模式

6.1.1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8

教學操作實習紀錄

6.1.2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1-1 按照教學訓練計畫安排教學課程與教學活動，且依進度
執行。

9

訓練課程表

劑量物理課程表

強化課程 技術講座

研究會議課程

6.1.2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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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量性DOPS評估表單

臨床操作訓練紀錄表

質性雙向回饋

6.1.2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2.實習期間之教學課程與教學活動，應依學生能力作適當調整。

執行教學雙向回饋機制提升學生期末報告專業能力

訂定訓練計畫 每週雙向
溝通會議

調整訓練課程表

教學紀錄表

回饋機制辦法

11

學習成效良好
滿意度調查達“非常滿意＂

期末報告90分以上優異表現

追蹤及觀察學習狀況

多面向關心學習狀況
(指導教師、計畫主持人)

滿意度調查 書面報告報告成績

6.1.2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2.實習期間之教學課程與教學活動，應依學生能力作適當調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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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雙向
期末口頭報告

依據HER2、ER及PR的表現於否採取之治療方針。

呼吸調控於乳癌放射治療所扮演的角色。

現行臨床乳癌放射治療技術之比較。

仰躺及俯臥姿勢對於乳癌放射治療的影響。

強化乳癌放射治療技術相關課程

溝通會議 期末口頭報告
強化課程教材

執行成效良好
教學效果及臨床實質助益獲得4.5分 (滿分為5分)。
教學效果及臨床實質助益獲得4.5分 (滿分為5分)。

教學效果 滿意度調查

評估實習生課堂學習狀況
設計強化課程學習前及學習後測驗試題。

學前及學後之測驗狀況達顯著差異 (p<0.05)。

學前及學後
測驗試題 測驗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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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對於教學訓練計畫（含訓練課程）之建議有管道可以反映，並
參與修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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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學生課前訓練-
安全防護訓練課程

輻射應用與管理影片

13

教學訓練檢討會議
課前課後問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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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導覽與消防安全簡介

測驗卷與簽到單

每週課程及臨床操作之線上問卷
每週雙向溝通會議
每月生活導生訪談
即時回饋

實習生回饋機制辦法
問題反應管道
及回饋改善機制

6.1.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1.教師應針對學習過程中的問題，給予實習學生回饋。

2.實習單位應提供管道實習學生反應問題，並予以適當回覆。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實習學生學習成果。
 

臺大醫院放射腫瘤科醫事放射實習生 

問題反應管道及回饋改善機制 
 

醫事放射實習生 
問題反應管道及回饋改善機制 

當站臨床指導
教師立即解決 

當站臨床指導
教師無法立即

解決 

臨床指導教
師向教學小
組反映 

教學小組進行
瞭解並分析問

題原因 

立即向當站 
臨床指導教 
師反映 

填寫期末回饋
問卷調查表 

討論結果於期
末雙向溝通會
議中給予實習

生回饋 

於每週五雙
向溝通會議

中提出 

會議中獲
得解決 

會議中無法
獲得解決 

分析原因後
獲得解決 

依院方規定
進行相關後

續處理 

無法解決，
通報教學部 

分析原因後
獲得解決 

無法解決，
通報科部 

由教學小組、
計畫主持人及
技術主管分析
問題原因 

將學生提出之建
議與改進事項做
為下梯次及下學
年度教學修正之

參考依據 

教學小組彙整
結果，於教學
訓練討論會議
中進行討論 

分析原因後
獲得解決 

無法解決，
通報計畫主
持人及技術
主管分析其

原因 一對一導生
雙向會議

15

滿意度分數達4.3分以上(滿分5分) 彙整問卷統計結果、分析

通報科部 

無法解決，
通報科部 

分析原因後
獲得解決 

依院方規定
進行相關後

續處理 

無法解決，
通報教學部 

分析原因後
獲得解決 

放腫科
問卷

導生紀錄表
學生問題反應相關機制

教學部
問卷

導生感謝狀

6.1.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實習學生學習成果。

改善不理想教師教學成效
執行教學成效不佳輔導流程與改善機制

實習學生透過教學部定期回饋管道反映教師教學不佳相關問題
依教學成效不佳輔導流程與改善機制實施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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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成效不佳
輔導流程及
改善機制

回饋辦法
教師教學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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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輔導後教師教學能力與素養

回饋辦法
教師教學成
效不佳實例

輔導紀錄單 輔導照片紀實
首次DOPS

與試題測驗成績

輔導前後測成績比較
輔導後DOPS
與測驗成績

教學能力評估成果
實習生良好回饋
最有幫助教師

當梯次50%實習
人數給予該名教
師正面回饋

兩週後針對該名教師進行DOPS與試題測驗評核

輔導前後有提升

176.1.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實習學生學習成果。

每週醫事放射實習生於教學部線上滿意度問卷調查，分別針對臨床教師之「教
學熱誠」、「專業知識」、「講解能力」、「教學態度」及「成效結果」五項
滿意度評分，滿分五分。

102年與103年針對本科滿意度調查統計結果如下。

4.85
4.86 4.86

4.88

4.85
4.85

4.9

項次 提升

4.69 4.69
4.7 4.7

4.69

4.55

4.6

4.65

4.7

4.75

4.8

教學熱誠 專業知識 講解能力 教學態度 成效結果

102年 103年

教學熱誠 3.4%

專業知識 3.6%

講解能力 3.4%

教學態度 3.8%

成效結果 3.4%

量性及質性評量表建立
• 擬定標準作業流程
• 明訂標準清單操作型定義
表單效度及信度檢測
• 專家審查紀錄表
• 拍攝教案標準帶

提升教學成效
及制定標準一致性評分規範
• 修訂102年醫事放射實習學生訓練計畫
• 依教學核心能力新增

「鉛合金擋塊製作」及「面膜製作」
之操作技能直接觀察一致性評估 。

6.1.4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1.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應符合訓練目標之要求。

操作型定義
量性評量表

18

執行成效良好，
執行下一階段「評分者一致性訓
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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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項及修正後合適

累積百分比80%~90%

Cronbach’s α係數

審查紀錄表

具信效度評量表

Cronbach's α係數

修正題項前
修正題項低
相關<0.3

面膜
作製

0.733 0.848
鉛合金
製作

0.754 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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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評分者一致性訓練
• 15名臨床教師
• 102年25名醫事實習學生教案

6.1.4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1.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應符合訓練目標之要求。

一致性訓練流程

19

102年實習學生執行成效良好 評分者信度-Pearson 相關

技能項目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前測成績 後測成績

面膜 0.83 0.83 0.005
鉛合金
擋塊 0.87 0.87 0.001

評分者信度

Cohen 
kappa

Kendall，
s W P value ICC

(α)
面膜
製作 0.723 0.287 <0.05 0.72

0.83 0.328 <0.01 0.83
鉛合
金
製作

0.877 0.032 <0.01 0.877
一致性論文發表

6.1.4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2.對學習成果不佳之學生，提供輔導與補強訓練。

改善實習生學習成果不佳(低於70分)
進行輔導辦法及相關機制

輔導辦法 輔導流程圖成效不佳試卷

執行個別輔導教學
輔導教學紀錄單

20

執行成效良好 滿意度5分滿分

課程科目

放射治
療物理

近接治療
技術

分數
提升

百分比
80.8% 50.0%

輔導辦法 輔導流程圖成效不佳試卷 輔導教學 輔導紀錄單 輔導課程內容

6.1.4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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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科部-每年
依教學訓練計畫計畫修定流
程及機制，每年檢視及修

訂。

教學部-每年
與各校召開醫事實習學生實

習相關業務

公會全國聯合會-每年

「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
系主任及教學醫院醫事放射
主管座談會議」暨「醫院評
鑑及教學醫院評鑑綜合討論會

議」

22

6.1.4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年

腫瘤醫學部
醫事放射實習生訓練計畫修訂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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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

項目
101 102 103

修改 2 3 2

新增 0 1 0

計畫修訂流程及機制

實習規範會議紀錄

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23 24

6.2.1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1.教學訓練計畫依衛生福利部計畫審查結果意見修訂。

102 年度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計畫審查補件通知單 

 

訓練計畫類別：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士 

審查項目 審查意見 

2.核心課程階段 - 進用單位：放射線

治療部(科)（B）課程內容(除必訓外，

另至少 1個選訓）：非進用單位：放射

線診斷部（科）（A）課程內容 

貴院應依據二年期醫事放射師（士）訓練課程指引安排

訓練課程，非進用單位之訓練時間為期 1個月，其中包

含超音波訓練至少 2週，建議可於訓練方式呈現選訓時

程，請調整。 

2.核心課程階段 - 進用單位：放射線

治療部(科)（B）課程內容(除必訓外，

貴院應依據二年期醫事放射師（士）訓練課程指引安排

訓練課程，非進用單位之訓練時間為期 1個月，其中包

另至少 1個選訓）：非進用單位：核子

醫學部（科）（C）課程內容 

含超音波訓練至少 2週，建議可於訓練方式呈現選訓時

程，請調整。 

2.核心課程階段 - 進用單位：放射線

治療部(科)（B）課程內容(除必訓外，

另至少 1個選訓）：非進用單位：其他

放射線或醫學影像部（科）（D）課程

內容 

貴院應依據二年期醫事放射師（士）訓練課程指引安排

訓練課程，非進用單位之訓練時間為期 1個月，其中包

含超音波訓練至少 2週，建議可於訓練方式呈現選訓時

程，請調整。 

2.核心課程階段 - 進用單位：放射線

治療部(科)（B）課程內容(除必訓外，

另至少 1個選訓）：非進用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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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院應依據二年期醫事放射師（士）訓練課程指引安排

訓練課程，非進用單位之訓練時間為期 1個月，其中包

含超音波訓練至少 2週，建議可於訓練方式呈現選訓時

程，請調整。 

3.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 1.建議貴院核子醫學之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訓練宜明述

訓練項目、訓練方式與評核標準。 

2.建議貴院訓練時間宜以兩年內實際執行之次數與時間

加總計算，可以小時為單位規劃，並於訓練方式欄位呈

現執行頻率，如受訓人員每半年至少參加一次跨領域臨

床個案討論會。 

 

衛生福利部審查意見修訂回函

修訂訓練計畫相關移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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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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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黃國明具有30年以上臨床資歷，確實負責統籌新進醫事放射師
訓練計畫之規劃、執行及成效評估。

本科新進醫事放射師訓練計畫內容載明訓練目標、師資、教學資源、訓練
課程、方式及評估機制，並按計畫架構任務分派、職掌執行計畫。

計畫主持人證明 訓練流程詳圖

26

6.2.1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計畫主持人擬定新進放射師訓練執行架構與導師責任制，明定任務分派與
職掌。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放射腫瘤科 

新進醫事放射師訓練執行架構 

 
 
 
 
 
 
 
 
 

2011.04 編訂 

2012.10 修訂 

2014.07 修訂 

2015.04 修訂 
計畫主持人 

黃國明放射師

課程主任 

黃國明放射師

課程副主任 

溫舒瑜放射師

導師責任制實施辦法

 
 
 
 
 
 
 
 
 
 
 
 
 
 
 
 
 
 
 
 
 
 
 

新進醫事放射師受訓學員 

負責支援醫學

物理相關教學
實物臨床操作 專責指導 

技術長 

協助指導 

計畫主持人全程 

規畫、主導、督導 

並輔導新進放射師

醫事放射臨床指導教師 

黃國明、溫舒瑜、胡志忠、張秀淘、白淑珍、曾淑媛 

趙曉玲、周秀蓉、吳筱菁、廖文嘉、曾怡瑾、莊坤霖 

林煒柔、王喬瑾、黃安潔、杜昭遠、蕭凱嘉、鄭敬學 

呂東陽、劉曉娟、張敏娟

醫事放射物理組 

訓練執行架構圖

27

6.2.1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畫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本單位受訓學員於103年度十月已全數完訓，臨床訓練期程中皆符
合教師與受訓人員人數比例(師生比1:3)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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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單位於104年度具教學醫院臨床資歷3年以上，且符合新進醫事
人員臨床教師資格共24人。

年度 新進醫事放射師(學員)
人數

師 生 比例

100年 蕭凱嘉（102.7.18完訓） 19 1 19:1

101年

呂東陽（103.7.4完訓）
鄭敬學（102.9.30完訓）
劉曉娟（103.8.31完訓）
張敏娟（103.10.3完訓）

20 4 5:1

皆符合規定之師生比

本單位設有可機動調整代班制度

28

6.2.2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1.收訓新進醫事人員時，應採用具體的學前評估方式，以了
解其能力及經驗。

應徵筆試成績

輔導訪談

職前評估表

29

6.2.2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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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前測驗卷 職前綜合評估表

擬定訓練課程排程表

受訓者皆需熟讀訓練規範

30

6.2.2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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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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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補救機制

依學習成效調整學習與工作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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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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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並參與修訂計畫。

教學計畫討論會議記錄

計畫修訂流程及機制 會議記錄（範例）

32

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1.教師應針對學習過程中的問題，給予受訓人員回饋。

輔導訪談

33

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2.訓練單位應提供管道供受訓人員反應問題，並予以適當回覆。

學員問卷調查

學員回饋表單學員回饋反應機制

34
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

受訓人員學習成果。

每月新進醫事人員於教學
部線上滿意度問卷調查，
分別針對臨床教師之「專
業知能」、「教學技巧」
、「訓練教材準備」及「
教學態度 四項滿意度評教學態度」四項滿意度評
分。

35
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

受訓人員學習成果。

9 4

9.6

10

9 4

9.9

9.7
9.8

9 4

9.7

9.9

9.5
9 4

9.8 9.8 9.8 9.8

9.6

9.8

10

10.2

102年與103年全院醫事類別統計結果如下。

9.4 9.4
9.3

8.8

9.4 9.4

8.2

8.4

8.6

8.8

9

9.2

9.4

102年 103年醫事放射類別連兩年位居
全院滿意度調查第一名。

36
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

受訓人員學習成果。
各科部類別滿意度統計98、99年
至102、103年結果，成長5.8%。

9.4
9.6

9.8
10

9.9

9.4
9.3

9.6
9.8

9.6
9.8

8.8

9.4

9.8
9.6

9.9
10

9.5
9.4

9.8
9.6

10
9.8

9.7

8.2
8.4
8.6
8.8
9

9.2
9.4
9.6
9.8
10

10.2

102年 103年

P=0.01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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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

受訓人員學習成果。
針對教學能力年度評量

4

6

8

10

103年度教學能力及技能評估表現

教學能力及技能評估表現(教學能力、
教學技巧、課程設計、教材製作)

0

2

4

66‐70 71‐75 76‐80 81‐85 86‐90 91‐95 96‐100

48%
52% 76‐85分

86‐95分

103年度本科醫事放射師教學能力統計共
21名，76~85分佔48%、86~95分佔52%。

38

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

受訓人員學習成果。

放射技術專業能
力考核」筆試

CbDDOPS

總評

多元評估及回饋

39

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

受訓人員學習成果。

教學能力

教學內容

教學負責人針對指導教師的教學能力評核

教學內容

課程發展

教學研究

參與論文索引課程
進行實證醫學病例討論

經教學會議決議，該名放射師將參與論文
索引課程及科內病例討論會，並薦請資深
放射師及臨床專科醫師擔任其指導者。

提升教師實證醫學教學能力
緣由：某名放射師因個人實證醫學病例討
論 (Case-based Discussion, CBD)之教
學經驗不足，欲提升此方面教學能力。

6.2.3：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3.依訓練計畫內容設計評估方式，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及受訓
人員學習成果。

2011.09.12教學會
議商議，針對教師
教學能力，將進行
檢討改善措施

論文索引課程
簽到單

病例討論會
簽到單

40

計畫主持人定期查核
參與口頭報告、論文發表

由計畫主持人執行階段性查核，追蹤研究
進度，並將研究成果發表於經院方認可醫
放類專業領域中非SCI之最優秀期刊。

執行成效良好
未來該員納入PGY學員實證醫學臨床指導
教師資格，並繼續評估其教學成效，其研
究成果可供臨床參考，提升治療品質。

參與2013年台韓國際
學術研討會口頭報告

院方認可醫放類專
業領域中非SCI之最
優秀期刊

簽到單

100%

48%

13% 5%0%

52%

87% 95%

MedTec® BellyBoard CIVCO® BellyBoard

統計至2013年9月，
CIVCO® BellyBoard
使用率提升至95%

研究結果可供臨床參考
，提升病患治療品質

41

6.2.4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1.受訓人員之學習成果應符合訓練目標之要求，例如能展
現臨床教學活動之成效。

病人感謝函

參與病例討論會、研讀相關文獻
設計實驗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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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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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1.受訓人員之學習成果應符合訓練目標之要求，例如能展現臨

床教學活動之成效。

原普及於乳癌放射
治療之真空固定墊
(Vacuum cushion)

研讀
相關論文

實證醫學範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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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展現及論文發表
學員將研究成果發表於經院方認可醫放

類專業領域中非SCI之最優秀期刊。

病例討論會
簽到單

研究成果

院方認可優秀
期刊雜誌

翼板已漸漸普及
於本科，提升臨
床的便利性。

統計至2015年4月乳癌
病患輔具使用情形，
翼板使用率提升至83%

0%

73% 83%
100%

22% 17%

翼板 真空固定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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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2.4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2.對學習成果不佳之受訓人員，訂有輔導機制並落實執行。

分析報告修正表單
事故發生根本原因探究報告

修改臨床標準作業流程表單

新進醫事放射師課程強化訓練計畫

強化專業素養及病患安全認知
緣由：未依標準作業流程執行業務

臨床標準作業流程表單

新進醫事放射師個人訓練計畫

學習成果不佳教學輔導辦法

教學輔導辦法

訓練計畫 作業流程

原因探究報告 強化訓練計畫作業流程

檢討、評估
臨床標準作業流程隨機查驗

專業能力技術考核

臨床技能直接觀察評量紀錄

(病患安全專業素養)

結果：成效良好
臨床表現獲得臨床教師好評

臨床標準作業流程接符合規定

工作態度獲得治療病患讚賞

病安相關專業知識的提升

訓練計畫 作業流程

臨床技能評量

病安修習時數提升

技術講座

90 %

臨床查核臨床技能評量 臨床查核

作業流程考核

病人感謝函

44

6.2.4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3.檢討教學成效，並適時修訂訓練課程。

訓練計畫修訂流程及機制

腫瘤醫學部
新進醫事放射師訓練計畫修訂紀錄

年

項目
101 102 103

修改 6 2 3

新增 3 3 0

45

6.2.4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3.檢討教學成效，並適時修訂訓練課程。

指導教師對訓練計畫滿意度調查量性與質性指導教師對訓練計畫滿意度調查量性與質性

指導教師對教學技能相關培育課程建議調查

466.2.4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3.檢討教學成效，並適時修訂訓練課程。

新進醫事放射師對訓練計劃
滿意度調查量性與質性

47

6.2.4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3.檢討教學成效，並適時修訂訓練課程。

歷次教學檢討會議記錄摘要

訓練計畫修訂歷程

48

台灣醫學教育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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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爭取院內外研究計畫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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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持續發展

醫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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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新進醫事人員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初複審意見表

50

條號 條文 建議[刪除或修改或整併]意見 建議修正 理由
2.8.12 具備合宜的放射

治療（含核子醫
學）設備，並能
確保其正常運作
與環境安全

A：符合B項，且
1. 緊急治療之設施、設備因發生重

大事故，無法因應急診醫療服務
的需求時，治療部門必須建立合
適與有效的備援機制，包括放射
治療儀器應有不斷電或緊急發電
設備。

2. 治療室內外之規劃設計，能以病
人隱私為考量，且提供安全、舒
適的就醫環境。

3. 安全及應變計畫能夠執行，並有
實際演練紀錄，且相關檢討結果

緊急治療之設施、設備因發生重
大事故，無法因應急診醫療服務
的需求時，治療部門必須建立合
適與有效的備援機制，包括治療
中因停電停止供電時，可供治療
中病人治療床緊急下降移出病人
之備援。

因目前放射腫瘤單位治療設備
之醫用直線加速器，若需設不
斷電系統需具有極大功率輸出
才能維持設備正常運作，因現
況考量無法配置;另緊急發電設
備其供應電力功率穩定性並無
法維持醫用直線加速器正常安
全品質治療劑量之運作。
建議刪除包括放射治療儀器應

有不斷電或緊急發電設備。
修正為可供治療中病人治療床

緊急下降移出病人之備援即

2.8.12  具備合宜的放射治療設備，並能確保其正常運作與環境安全
▓醫院評鑑基準建議修正案

可回饋到治療作業，以改進工作
流程及增進工作安全。

可。

5.緊急治療之設施、設備因發生重大事故，
無法因應急診醫療服務的需求時，治療部門
應建立備援計畫或機制，包括治療中因停電
停止供電時，可供治療中病人治療床緊急下
降移出病人之備援。(原2.8.12-A1修)

建立通報處理流程及放射治療設備停
斷電之治療機台備援計劃或機制

提升病患醫療品質及安全
維護病患治療權益

2.8.12  具備合宜的放射治療設備，並能確保其正常運作與環境安全
治療部門應建立備援計劃或機制，包括治療中因停電停止供電時，可供治療中病

人治療床緊急下降移出病人之備援

直線加速器故障病
患安排作業標準

直線加速器停
電放射師緊急

RT治療設備故障
處理作業流程

放射治療設備
停斷電之治療
機台緊急處理
操作程序

直線加速器故障病患醫療通
報處理作業標準

51

追蹤及評核學習狀況執行成效良好

電放射師緊急
處理作業流程

操作程序

本科21名放射師各機台緊急處理實務
操作通過率達100%，執行成效良好。

停斷電之緊急治療床下降演
練課程照片紀實、簽名單

放射腫瘤科停斷電之治
療機台緊急處理實務操

作技能評核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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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評鑑預評

經驗分享驗分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黃建中 組長

教學醫院評鑑改革說明

1. 確保訓練品質，讓訓練醫院更名實相符。

2. 強調教學團隊訓練及病人安全與學習成效之評量。

【教學醫院評鑑遇評經驗分享】

3. 評量方式增列「部分符合」。

4. 委員實地查證方式，增加「與醫教會面談」時段。

5. 透過與醫教會主委、教學行政主管的面談，更瞭解
醫院整理教學系統運作。

試評經驗分享內容
一、準備經驗

新版基準準備方式。
新舊版基準之關連及差異。

二、實地查證經驗二 實地查證經驗
整體訪查感想及與過去訪查差異。
對於「與醫教會面談」查證之感想與回饋。

三、心得分享
試評幫助及回饋。
試評實際遇到困難及因應措施。

試評更新條文

查核重點查核重點

實地查證經驗分享

第一章教學資源與管理
1.1.2 教室、討論室或會議室數量充足，且具教學功能

13+69=82間

全院討論室、會談室一覽表

影像醫學部會議室 燙傷中心討論室 9A護理站討論室 加護醫學部討論室 9B護理示範教室 內科部討論室(I) 護理部會議室

藥劑部討論室 小兒奇恩病房討論室 10A護理站討論室 5B護理站討論室 10B護理站討論室 眼科討論室 急診醫學部醫師辦公室

門診討論室 4A加護病房會談室 生殖醫學中心討論室 5C加護病房討論室 復建科討論室 糖尿病衛教室/內分泌功
能室 牙科住院醫師討論室

護理衛教室 4A護理站討論室 12A護理站討論室 小兒科討論室 中醫臨床技能教室 一般醫學內科會議室 居家護理所討論室

結核病衛教室 病嬰室會談室 放射腫瘤部會議室 6B加護病房討論室 心靈加油站 實習醫學生教學會議室 醫學研究部會議室

慢性腎病衛教室 4樓哺乳室/討論室 急診醫學部討論室 6B護理站討論室 資訊會議室 耳鼻喉科討論室 台南分院2樓會議室

糖尿病衛教室 5A護理站討論室 急診醫學部會談室 7B護理站討論室 婦產部討論室 家醫科討論室 台南分院3樓會談室

產前衛教室 6A護理站討論室 皮膚科討論室 8B護理站討論室 外科部討論室(II) 醫師研究室 台南分院4樓會談室

3A加護病房討論室
一般醫學外科專屬病
房討論室 3B加護病房多功能室 8C護理站會談室 外科部討論室(I) 社會服務部會談室(I) 台南分院6樓討論室

3F開刀房討論區 8A護理站討論室 3C加護病房討論室 9B護理站討論室 七樓會談室 社會服務部會談室(II)

員工可自本院院內網站→教學平台→線上教學進入網路教學平台，
提供院內人員不同時間和空間限制的學習環境。

1.1.3 醫院應設置網路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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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教學平台

網路教學服務對象含括院內所有人員，包含行政、
醫師、護理、醫技、牙醫、中醫等，內容豐富，

以達教學之所需
網路教學平台

影音教學 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學習網

1.1.4 醫院應提供教學教材製作服務

教材製作項目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一般海報 317 330 285 309 227
標示宣傳 66 46 20 14 29
醫學海報 365 400 484 485 424
衛教單張 66 166 187 187 180
視訊媒體 157 101 99 92 104
影像處理 53 41 44 40 19
出版類 24 18 25 20 67
Web類 215 288 181 280 230 Web類

媒體、視訊教材製作申請單統計

樣版範本設計 12 21 13 14 7
現場攝影 57 50 42 31 34
其他 95 80 76 103 55
總計 1427 1541 1456 1575 1376

資料統計範圍：2010年1月至 2014年9月

一般海報、標示宣導 手繪插圖 醫學海報

視訊媒體

Web類

出版品類

1.2.1 購置必須的圖書及期刊

*本院並為來院實見習之醫學生及所有醫事類別學生購置
必要之參考書籍。

類 別 類 別

醫學類圖書 法律類相關圖書

醫學期刊 醫療品質類相關圖書

人文類相關圖書 醫學人文倫理法律期刊

倫理類相關圖書 病人健康教育相關圖書

1.3.6 提供模擬訓練設施或環境

模擬急診室模擬加護病房 考生休息室 指揮中心

臨床技能中心暨動物實驗中心 長億城OSCE考場

模擬兒科病房

模擬手術室

模擬產房

動物手術室

測驗診間 測驗診間-X光機

考官休息室 標準化病人休息室

年度
類別

102年 103年

場次 人次 場次 人次

臨床科部 348 3968 159 2163

醫事單位 268 2479 118 921

合計 616 6447 277 3084

102.01月～103.06月
於臨床技能中心舉辦各類教學活動成果統計

348

268

159

118

50

150

250

350

臨床科部 醫事單位

臨床技能訓練之場次統計

102年 103年 3968

2479
2163

921

500

1500

2500

3500

臨床科部 醫事單位

臨床技能訓練之人次統計

102年 103年

1.4.2  應設置教學行政單位，執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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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師資培育

落實執行醫師及各職類醫事人員師資培育施行細則及
師資發展計畫，結合能力進階制度(含獎勵措施)，計
畫性安排教師教學課程，依不同階級有不同程度之教
學要求以循序漸進培養教學技能，並給予學分認定，
以供教師教學評核之參考。

第三章跨領域教學與學術交流
3.1.1與醫療院所建立實質教學合作關係

醫學教育委員會為總負責督導單
位，制訂院方版制式聯合訓練合
約、保密切結書、各職類跨院訓
練計畫，並公告於本院及醫策會
網站；透過多元雙向會議(email、
視訊、實地會議),與委訓醫院共
同擬定符合學員需求之合作訓練
目標:訓練時間、評核方式與雙向
回饋方式。

【醫事放射職類】

3.2.1 有多元化的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
跨領域照護團隊

團隊 會議次數 團隊 會議次數

（1）營養醫療照護團隊 1次/2月 （2）醫事人員跨團隊病例討論會 1次/2月

（3）糖尿病照護及衛教團隊 1次/週 （4）燒傷中心照護團隊 1次/週

（5）器官移植團隊 1次/季 （6）外傷照護團隊 1次/月

（7）中風中心團隊 臨床案例1次/月
跨團隊1次/月 （8）出院準備服務團隊 案例討論1次/月

跨小組1次/2月

（9）急診醫療團隊 1次/月 （10）呼吸照護團隊 IDS:1次/月
案例討論1次/月

（11）加護醫療照護團隊 1次/週 （12）肝癌多專科診療團隊 1次/2週（11）加護醫療照護團隊 1次/週 （12）肝癌多專科診療團隊 1次/2週

（13）大腸直腸癌多專科診療團隊 1次/週 （14）口腔癌照護團隊 1次/2週

（15）婦癌照護團隊 1次/2週 （16）肺癌照護團隊 1次/週

（17）生殖泌尿照護團隊 1次/2週 （18）頭頸部術後復健團隊 1次/月

（19）乳癌照護團隊 1次/2週 （20）食道癌照護團隊 1次/月

（21）胃癌照護團隊 1次/2週 （22）淋巴癌多專科聯合照護團隊 2次/月

（23）安寧療護團隊 1次/月 （24）發展遲緩兒童聯合評估中心 1次/週

（25）病人安全小組 1次/月 （26）品質指標組 1次/月

（27）安寧共照討論會 1次/月 （28）安寧善終個案討論會 1次/月

（29）復健科與骨科聯合討論會 1次/3月 （30）精神科團隊 2次/月

（30）血液腫瘤科案例討論會 1次/週 （31）心血管疾病照護團隊 1次/2月

（31）HIV跨團隊照護會議 1次/2月 ─ ─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教學訓練

年度

類別

102年 103年1-6月

參與團隊
照護次數

教師參與
人數

學員參與
人數

參與團隊
照護次數

教師參與
人數

學員參與
人數

護理師 150 320 198 119 247 175

藥 師 9 20 45 9 21 30

醫事放射師 士 9 30 56 5 5 26醫事放射師、士 9 30 56 5 5 26

醫事檢驗師、士 6 8 37 5 8 14

營養師 5 10 5 5 10 5

呼吸治療師 13 14 25 1 1 1

職能治療師 3 1 1 1 1 1

物理治療師 3 1 1 2 1 1

臨床心理師 6 6 5 5 5 5

第四章 研究教學與成果
4.1.1成效指標填報結果之評估與改善

「醫教會教學費用補助計畫執
行檢討會議」，討論修訂執行
成效，並進行改善措施。

4.3.3  其他醫事人員研究執行與成果良好

職別 藥事 醫事
放射

醫事
檢驗 護理 營養 呼吸

治療
物理
治療

職能
治療

臨床
心理

近五年各職類醫事人員論文發表皆達標準

實際值 23.3% 38.3% 39.8% 19.5% 47.1% 34% 25% 33.3% 60%

評鑑閾值 10 % 10 % 10 % 1 % 10 % 10 % 10 % 10 % 10 %

本院閾值 15 % 20 % 10% 10 % 10 % 10 % 20 % 20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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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練與成果

6.1 實習學生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

實習生教學訓練計畫(修訂至2014第七版)
以學習者為中心，透過期前測驗、選課機制，讓學生
靈活安排學習
學生需隨時得知相關成績與回饋

【醫事放射職類】【醫事放射職類】

醫事放射實習生有多元評估方式配合學習護照與教案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是否達成教學目標。
透過期前評估、結訓成績，了解學生學習成效，所有結果
皆有完整學習歷程佐證，並建置於知識管理資料庫。

6.2 新進醫事人員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

醫事放射師訂有完整「二年期醫事放射師教學
訓練計畫」(第5版)，且依新進醫事人員之能力
及訓練需求制定相關訓練方針

學員於臨床訓練與課程教學訓練後，採取即時Q & A，對
受訓學員提問進行輔導；並就各項評量與心得，指導教師
能即時給予回饋，並適時輔導受訓人員順利完成學習

22

年度檢討

心得分享

1.委員回饋
2.困難及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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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管理組

101年 3月14日

臺大醫院新竹院影像醫學部臺大醫院新竹院影像醫學部
教學醫院評鑑預評經驗分享教學醫院評鑑預評經驗分享

101年 3月14日

104年05月23日 魏毓芬

1

台大醫療體系之醫療資源共享

經費支援

聯合採購

人力配備互通

醫療及行政
作業支援

執行教學計畫的好處

提高新進放射師成就感、減少流動率

提高醫療品質

教學相長(老師與學員)
提升醫事放射師地位

申購易獲得上級同意申購易獲得上級同意

假體

教學器材

老師獲得實質的鼓勵

獎勵

榮譽（優良教師）

升等

3

教學簡介

影像醫學部(包含放射診斷、核子醫學、放射腫瘤)共有11名主治醫師
，全院37名醫事放射師(含內科部導管室4名、牙科1名)。其中醫事放
射師符合三年以上臨床經驗之臨床指導教師計23名，佔62.2%。

臨床指導教師均接受兩年共14小時以上之師培課程，完成達成率100%
，符合醫策會臨床指導教師規定。

102學年度實收實習生肆名、103年PGY學員參名，師生比例適當。102學年度實收實習生肆名 103年PGY學員參名 師生比例適當

4

確立教學組織與架構

5

完整的師資培育

參加每年醫策會委託放射師全聯會舉辦之「教學技巧
訓練營」、「教學計畫主持人訓練」 進階師培課程進階師培課程

參加院外其他醫院辦理的師資培訓課程

院內教研部自辦師培系列課程-邀請各領域專家學者

院方與他院共同舉辦師培坊 年與新竹國泰醫院聯合舉辦院方與他院共同舉辦師培坊-103年與新竹國泰醫院聯合舉辦

影像醫學部每年自辦師培課程

103103年辦理兩場師培課程年辦理兩場師培課程
元培科技大學影像放射學系郭瓊文主任 教案設計與教學評量

林口長庚醫院影像醫學科教學組長龔永權 Filemaker製作與運用

104104年年66月起預計辦理三場師培課程月起預計辦理三場師培課程
台北國泰醫院放射線科侯貴圓組長 談如何導入電子評量與教學分享

台北國泰醫院放射線科侯貴圓組長 動態影像教案製作與回示教

總院影像醫學部蘇茂源技術長 醫事單位如何擬定研究計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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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
儀器設備適時汰舊換新，兼顧醫療與教學品質兼顧醫療與教學品質。

本部擁有一間多媒體教室多媒體教室，可與總院連線視訊教學視訊教學。視訊教學時段固定
每月兩次。教室內另備置電腦、有鎖置物櫃電腦、有鎖置物櫃，供學員使用。

儀器設備適時汰舊換新，兼顧醫療與教學品質兼顧醫療與教學品質。

本部擁有一間多媒體教室多媒體教室，可與總院連線視訊教學視訊教學。視訊教學時段固定
每月兩次。教室內另備置電腦、有鎖置物櫃電腦、有鎖置物櫃，供學員使用。

7

基礎課程教育

醫事放射相關法規 輻射防護與輻射安全 使用對比劑的安全機制 醫事專業倫理

8

病人安全與感染管控 CPR心肺復甦術 醫病關係與兩性議題 洗手技巧的重要性

接待禮儀課程 (影片教學+模擬實作)

教學計畫的撰寫與執行教學計畫的撰寫與執行
6.1.1
6.2.1
6.1.1
6.2.1

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6.1.26.1.2

10

教學成效與分析與改善教學成效與分析與改善

教學評估與雙向回饋

教學預評教學預評

6
6.2.2
6
6.2.2

6.1.3
6.2.3
6.1.3
6.2.3

6.1.4
6.2.4
6.1.4
6.2.4

本院教研部與實習合作學校訂定有實習合約，明定雙方之義務
及權利，以確保實習學生之學習權益與安全。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1.16.1.1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劃具體可行，內容適當（醫事放射）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劃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醫學影像暨放射學系(科)學生臨床實習訓練
計畫」內容，目前已更新至第五版，對於實習學
生之基礎課程、核心課程均有循序漸進安排。

11

本部計畫主持人負責策劃與撰寫教學
計畫，具教學醫院20年以上工作年資
，臨床經驗豐富且推動與執行教學相
關事務，每年參加醫策會舉辦教學計
劃主持人訓練，配合政策執行目標。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1.16.1.1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劃具體可行，內容適當（醫事放射）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劃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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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臨床指導教師資格之醫事放射師，於帶領實習學生期間，適當安
排課程，維持臨床教學品質。醫事放射師進行實習學生課程時，另行
安排有職務代理人。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1.16.1.1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劃具體可行，內容適當（醫事放射）實習學生之教學訓練計劃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13

共同科目教學計畫內容
攝影技巧

放射儀器操作技巧

本部配合衛生署教學醫院費用補助計畫，影像醫學部擬訂「影像醫學部二
年期醫事放射師臨床訓練計劃」，明訂PGY 學員之訓練內容、考核及雙向回
饋機制，以期能達到衛生署醫事放射類新進人員之能力及臨床訓練要求。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2.16.2.1

（醫事放射）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劃具體可行，內容適當（醫事放射）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劃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放射儀器操作技巧
游離輻射防護知識

影像傳輸系統(PACS)故障
排除

儀器故障排除
工作習慣養成

溝通技巧
客訴處理原則

急救訓練

14

進行訓練計畫前先做學員之學前評估。學前評估分為人格特性、專業
科目、專業能力。經綜合評估後，依學員特質及進用單位之需求訂定
PGY學員之學習時程。

教學訓練計畫主持人具有20年以上臨床工作經驗且符合規定之資格，
並確實負責執行主持教學計畫相關事務。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2.16.2.1

（醫事放射）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劃具體可行，內容適當（醫事放射）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劃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15

教師參與教學訓練計畫（含訓練課程）之修正，課程安排以學員需求為
導向。每月召開導生會議，安排課程或作及時的修正。老師透過教師會
議分享教學技巧、修正教學內容以符合學員臨床實際需求。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2.16.2.1

（醫事放射）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劃具體可行，內容適當（醫事放射）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練計劃具體可行，內容適當

16

教學計畫其他內容

能提供學員完整之臨床訓練。(目的、目標、課程表、評量方法……)

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者為中心，依個人興趣與意願，調整適合的學習時程。

跨領域團隊照護跨領域團隊照護

聯合訓練計劃聯合訓練計劃

17

以學習者為中心

了解學習者的需求與期望了解學習者的需求與期望
建立良好的師生關係與建立良好的師生關係與
學習氣氛。學習氣氛。

18

增加學習過程的參與度與增加學習過程的參與度與
信心。信心。
依個人興趣與意願，只要依個人興趣與意願，只要
有需要可延長訓練。有需要可延長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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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訓練計畫-PGY學員、老師至總院外訓

與台大總院訂有聯合訓練計劃與台大總院訂有聯合訓練計劃，為增進臨床技能，甄選臨床老師或PGY
學員至台大總院受訓。目前施行過的聯合訓練項目包括核醫造影與核藥
配製技術、血管攝影技術、乳房攝影技術、放射腫瘤物理師訓練…等計
劃。由總院提供優質的訓練環境及完整的臨床考核與評量。

PGY學員送訓：
為使PGY學員梁**在乳房攝影技巧
上更精進 由教學主持人提送聯

19

上更精進，由教學主持人提送聯
合訓練計劃安排至台大總院學習
兩週，雙方協商依國健局規定之
乳房攝影技能評核為標準，訓練
結束後提供相關學習與實測記錄
與完訓證明備查。

6.1.1
6.2.1
6.1.1
6.2.1

6.1.26.1.2

教學計畫的撰寫與執行教學計畫的撰寫與執行

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

20

教學成效與分析與改善教學成效與分析與改善

教學評估與雙向回饋

教學預評教學預評

6
6.2.2
6
6.2.2

6.1.3
6.2.3
6.1.3
6.2.3

6.1.4
6.2.4
6.1.4
6.2.4

依據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所編印之「影像醫學暨放射學科
(系)學生臨床實習護照」之教學內容進行教學活動。課程結束後，實習護
照由該站臨床教師評核學習成效。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1.26.1.2

（醫事放射）適當安排實習學生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醫事放射）適當安排實習學生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實習生生固定於每週一、三下午4：00~5：
30進行教學課程。於實習生訓練課程後填寫
一般教學紀錄單，提出問題或心得分享，再
由臨床指教師回饋意見。

一般教學
記錄表：
學生於課
後填寫心
得及問題，
教師評語
回饋

21

訓練課程可彈性安排。學生實習期間如對某個課程較感興趣或需加強
，可向導師反應以調動時程週數方式或利用臨床離峰時間自由學習，
且不影響實習課程規定之總時數。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1.26.1.2

（醫事放射）適當安排實習學生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醫事放射）適當安排實習學生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學生反應床邊攝影排兩週時間太長
一般攝影時間太短。
因此102學年實習生實習週數修正為：
床邊攝影一週
一般攝影二週

22

訂有「二年期放射師學前評估表」以
評估學員能力及過去經驗，以利日後
之時程安排與輔導。

根據PGY學生所填寫之能力及經
驗，本部除了安排規範內訓練課
程，會再額外新增不同學員所希
望加強的實務課程，在各自的教
學訓練計畫與時程內進行。
課程調整如下：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2.26.2.2

（醫事放射）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醫事放射）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學員梁XX 學員王XX
乳房攝影原排定一個
月訓練課程，但因學
員希望能延長受訓時
間，取得國健局乳房
攝影操作資格。考慮
本院非乳房攝影示範
醫院，故將學員送至
總院接受乳房攝影聯
合訓練，並取得結訓
證明。

經訪談學員對於電腦
斷層後處理非常感興
趣，將於受訓電腦斷
層期間增加CT後處理
的教學時程。

23

訓練時程安排合理且彈性，兼顧PGY學員學習與工作需要。臨床指導
教師帶領PGY學員以「做中學」方式進行教學及臨床工作，以提升學
員操作技能與工作效率。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2.26.2.2

（醫事放射）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醫事放射）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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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學應用的方法

大堂課教學

小組討論

床邊教學

臨床實作教學

播放影帶或電子數位化教學

角色扮演法

ㄧ分鐘學習法

25

6.1.1
6.2.1
6.1.1
6.2.1

6.1.26.1.2

教學計畫的撰寫與執行教學計畫的撰寫與執行

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

26

教學成效與分析與改善教學成效與分析與改善

教學預評教學預評

6
6.2.2
6
6.2.2

6.1.3
6.2.3
6.1.3
6.2.3

6.1.4
6.2.4
6.1.4
6.2.4

教學評估與雙向回饋

找適合的評估方法

CbDCbD
案例討論案例討論

DOPSDOPS

多元評估多元評估

27

OSCEOSCE Mini-CEX

多元評估多元評估

另有筆試、簡報製作、或者更多方式另有筆試、簡報製作、或者更多方式…………

教師應從旁指導學生儀器之操作，並適時提供必要的協助及指導。教師利
用『一般教學記錄表』於課程結束後進行評核，就學生對課程內容的了解
程度做討論，給予學生意見。

設有學員意見反應流程，提供溝通管道。

一般教學記錄表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1.36.1.3

（醫事放射）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醫事放射）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28

教學評量：每月由實習學生進行對於教師之教學能力評核。

受訓學員考核表：每月由臨床指導教師進行對學生之學習狀況考核。

教學評量統計分析評核結果統一交由教學研
究部進行評比，並將評核結果回饋臨床教師。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1.36.1.3

（醫事放射）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醫事放射）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實習學生雙向回饋機制

由五個面向考核實習生學習狀況

29

雙向回饋

老師對學員：利「受訓學員考核表」對學員學習作五個面向的評估，並
繪製雷達圖，以了解學生興趣與學習特質，以便課程調整。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2.36.2.3

（醫事放射）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醫事放射）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教師考評學員之五個面向包括：
工作態度、專業能力、病歷寫作、
學習研究、溝通協調。

0

1

2

3

4

5
工作態度

專業能力

病歷寫作學習研究

溝通協調

梁X溱 王X陽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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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對老師：教師透過學員所填之「教學評量表」得知學員意見與反
應，做為改善教學技能之參考。

學員每月上TMS上埴寫評量教師的教學態度、
教學方法、學習成效、書面寫作、教學內容

教學評量統計分析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2.36.2.3

（醫事放射）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醫事放射）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教學評量統計分析
評核結果統一交由
教學研究部進行評
比，並將評核結果
回饋臨床教師，改
善教學方式。

31

制定有「PGY學員意見反應流程」供學員依循。透過流程及時提出改
善或建議事項，遇重大無法及時解決之問題亦可透過導師直接向上級
請示或於部務會議提案討論，以尊重學員意見並提升臨床效能。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2.36.2.3

（醫事放射）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醫事放射）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新進醫事人員雙向回饋機制

32

意見溝通管道暢通
學員與教師均有多元化的溝通管道，可針對教學計劃或學習成效做全
方面的溝通。

學員多元化的雙向溝通管道

1.每月召開導生座談會，對於學生提出的問

題，當場回覆，並做成會議記錄備查

33

2.實習學校每學期會派老師進行1‐2次訪查

活動，關懷學生在校外情形、實習的狀況，

同時就學生反應問題與院方溝通

3.針對測驗成績不佳學生，會針對問題點和

學生進行討論補救

4.學生報告後的『一般教學紀錄單』，教師

會針對整體報告內容給予評語

5.每站實習結束給予學生填寫雙向回饋表單

統計教師施教狀況，以後檢討改進 導生座談會

強化學員與老師的溝通與協調

以臨床教師立場著想以臨床教師立場著想
儘量減少紙本作業儘量減少紙本作業
強化獎勵強化獎勵
滿意度調查滿意度調查

34

滿意度調查滿意度調查
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導生座談會導生座談會
教師會議教師會議
ee--mailmail((醫院醫院 校方校方))

教學的四大要素

老師老師

學員學員

教材教材

學習環境學習環境 老師您辛苦了老師您辛苦了

35

6.1.1
6.2.1
6.1.1
6.2.1

6.1.26.1.2

教學計畫的撰寫與執行教學計畫的撰寫與執行

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

36

教學預評教學預評

6
6.2.2
6
6.2.2

6.1.3
6.2.3
6.1.3
6.2.3

6.1.4
6.2.4
6.1.4
6.2.4

教學評估與雙向回饋

教學成效與分析與改善教學成效與分析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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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PS測驗成績低於70分，給予補救教學
。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1.4 6.1.4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醫事放射）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37

對測驗成績較低之課程，改善方
式為增加獨立操作的次數，以提

升熟練度，再給予重測。

補救教學後，經評估操作熟練度
與正確度同時提升，後測成績均
明顯進步。

影像醫學部實習生教學計劃修定版次一覽表

版次 日期 修定原因

一版 97.02.01 教學師資變更/儀器設備更新

二版 98.03.01 教學師資/教學計劃主持人變更

三版 100.12.01 放射師全聯會加強課程計畫內容

四版 101.04.01 放射師全聯會加強課程計畫內容/
教學師資變更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1.4 6.1.4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醫事放射）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與校方保持連繫，不定期與校方實
習管理人員進行電話或email討論，
就學生學習概況及庶務進行溝通，
並留有記錄備查。

討論提案與結果紀錄表

討論提案 討論結果

實習學生請假有無統一規範 建議全聯會和學校擬訂統一的規範可供醫
院參卓。

建請各教學醫院落實牙科臨床實習 諸多教學醫院牙科安排觀摩，未有臨床實
作，建議院方能落實牙科臨床實作部份。

*僅列出部份提案，詳細內容請參考附件

教學計劃主持人每年參加「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主任及教學醫院醫事放射主
管座談會議」，就課程安排、訓練方式、評量方法、學生生活輔導…等議題做討論。

五版 101.08.01 改制台大

38

定期舉辦跨領域團隊照護討論會，針對臨床個案老師陪同學員與其他
職類人員進行病例討論，甚至參加跨院際共同之個案照護討論會，且
由PGY學員主導進行討論。

跨領域團隊照護討論會
由臨床教師陪同學員參與討論

參與跨領域團隊照護次數統計

梁** 王** 陳** 魏**

101年 4 2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2.4 6.2.4 

（醫事放射）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醫事放射）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39

102年 14 9

103年 6 10 10

104年 3 4

由學員製作的 簡報簽到單
跨領域討論會實況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之訓練

跨院區跨領域聯合照護討論視訊會議跨院區跨領域聯合照護討論視訊會議(台大總院、新竹、雲林)

成員包括各院區醫師、護理師、醫檢師、放射師、藥師、營養師及復健師

跨部門病人安全討論會議跨部門病人安全討論會議

院內跨部門影像討論會院內跨部門影像討論會

醫事單位間的團隊照護討論會醫事單位間的團隊照護討論會 放射師 醫檢師 藥師 營醫事單位間的團隊照護討論會醫事單位間的團隊照護討論會(放射師、醫檢師、藥師、營
養師及復健師、呼吸照護)
感染管制訓練感染管制訓練(洗手、負壓病房、隔離小屋隔離衣實際穿脫訓練)

學員學員CPRCPR急救訓練急救訓練

跨部門跨部門消防演習消防演習(由安全衛生室主辦)

40

培養學員與臨床的團隊合作(很重要!)

41

針對PGY學員學習成效不佳之課程，進行弱項加強與補救教學。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2.4 6.2.4 

（醫事放射）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醫事放射）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為使PGY學員梁**在乳房攝影技巧
上更精進，由教學主持人提送聯
合訓練計劃安排至台大總院學習
兩週，雙方協商依國健局規定之
乳房攝影技能評核為標準，訓練
結束後提供相關學習與實測記錄
與完訓證明備查。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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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依醫策會規定或不定期學員需求，透過教師會議共同修訂教學計
畫內容，修訂內容確定後再經部務會議追認，並提送教研部存檔。

102年度教學計劃修訂情形

修正前 修正後

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練與成果 6.2.4 6.2.4 

（醫事放射）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醫事放射）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第七版101.12.01 第八版102.01.23

1.放射診斷科聯絡人謝明倩放射師 1.更換聯絡人為戴君妃放射師

2.任用單位21個月
核子醫學科1個月
放射腫瘤科1個月
其他(超音波、導管、碎石)1個月

2.任用單位22個月
核子醫學科1週、放射腫瘤科1週
+超音波2週 共1個月
其他(碎石、牙科、導管室)共1個月

43

其他特殊臨床技能的培育

配合醫院發展急重症治療目標，成為竹苗區培育特殊臨床技能之單位。

實例：與衛生福利部苗栗醫院訂有聯合訓練計劃，收訓苗栗醫院放射科
PGY學員核子醫學技術、放射腫瘤治療技術、血管攝影技術及心導管技
術，結訓後授予完訓證明，並召開檢討會了解教學改善方向。

44

主動脈支架放置

肝癌動脈栓塞

外傷性出血栓塞

教學特色

協助代訓 教學教案影片製作
與衛生福利部苗栗醫院合
作，代訓其放射科PGY學
員，代訓項目：血管攝影、
放射腫瘤科、核子醫學科。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方式，利用多媒體製作教學影片。
1.經由親身示範方式，讓學員能更了解操作過程。
2.學習者可以安排自己的時間、空間作最佳化的學習。
3.反覆瀏覽教學容內，可增加技術的純熟度。
教學影片包括：
隔離衣穿脫流程(因應伊波拉病毒 H1N1)

45

隔離衣穿脫流程(因應伊波拉病毒、H1N1)
急救演練(顯影劑過敏)
消防演練(緊急疏散篇)
消防演練(急救篇)
自動注射器操作使用
Brain CTA 操作流程
光碟燒錄流程

關心周遭環境的變化(小組討論)

46

火災演習課程(臨床實作教學)

47

我會用滅火器了(臨床實作教學)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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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病人教案(角色扮演法)

49

教學預評委員建議事項與改善教學預評委員建議事項與改善

評鑑條文 部門 試評委員 建議改善事項 執行進度說明
教研部給予相關

建議

1.4.1 影像醫學部 試評建議

建議貴院影像醫學部代表應分
為醫師與放射師各自代表，以
充分表達該職類的教學相關事
宜。

影醫部目前無住
院醫師只有PGY放
射師，所以僅以
放射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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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教育訓練組
統計各職類之主
任給與教學行政

50

2.1.2-1 醫事放射
基本教學薪酬保障，並承擔相
應之教學責任。→不符合，醫
事科部教學負責人並無基本教
學薪酬保障

任給與教學行政
負責人目前加點
點數。

3.1.2 影像醫學部 不符合，未參與國際學術活動

督促同仁積極參
與國際學術研討
會，並取得上課
證明。

6.2.3 醫事放射 試評建議

建議成效評估的統計分析，可
再延伸，適度增加其他評估工
具，會較貼切臨床訓練

今年會增加CbD及
mini-CEX的表單
使用，讓評估方
法更多元化。

預評委員指導紀錄與改善情況預評委員指導紀錄與改善情況

給實習學生的作業太多，尤其是週記的部分。

建議學生於臨床看到特殊的案例，待醫師繕打報告後
印出來回家導讀，有問題再請臨床教師或導師回饋。

104年改以導讀特殊的案例取代原有的週記。

目前核子醫學造影室位於超高速電腦斷層與血管攝影目前核子醫學造影室位於超高速電腦斷層與血管攝影
室之間，動線很差，而且輻射管制區過於狹小，候檢
區無法區分做核醫還是做CT檢查的病人，使病人接受
到不必要的輻射。建議將核醫Gamma Camera遷出與
104年PET/CT安裝在同一區。

104年核醫遷移工程執行中。

2015/5/14 51

預評委員指導紀錄與改善情況預評委員指導紀錄與改善情況

PGY放射師與實習生的DOPS測試應該與mini CEX做結
合，不要只用單一的評量工具做評核。因為DOPS是針
對學生操作技術的評估，而mini CEX是可以運用來有
效的分析學生的人格特質，依個性、專長分派工作。
DOPS結合mini CEX可以做為全面性的能力評估。DOPS結合mini CEX可以做為全面性的能力評估

今年會增加CbD及mini-CEX的表單使用，讓評估方法更多

元化。

DOPS與mini CEX 請比照放射師全聯會所設計的全國通
用公版。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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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評委員指導紀錄與改善情況預評委員指導紀錄與改善情況

PGY放射師與實習生的學前與學後評估的測驗題目要
改變，而不是相同的題目於PGY放射師結訓或實習生
實習結束時再考一次相同的題目。

已修正。

跨領域團隊照護討論會不需要跨院區 建議只要兩個跨領域團隊照護討論會不需要跨院區，建議只要兩個
醫事科部以上就可以討論(醫師、護理師是必要成員，
所以不算列入參加人員)。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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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心得教學心得

54

教學心得教學心得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第48頁，共150頁】



2015/5/14

10

老師的定義

能滿足需要能滿足需要((智能智能))
能增進關係能增進關係((職場職場))
能提供機會能提供機會((職場職場))
受人敬重受人敬重((品格品格))
言行一致言行一致((品格品格))
提供資源提供資源((訊息訊息))
別人願意向他請益別人願意向他請益((分享分享))
溝通聆聽溝通聆聽((溝通溝通))
透悉你的需要透悉你的需要((協助協助))
關心你的志向關心你的志向((關愛關愛))

55

解決學員學習障礙(學員常見的困境)

缺乏信心缺乏信心

害怕考試害怕考試

程度不佳程度不佳

記憶力差記憶力差記憶力差記憶力差

沒有動機沒有動機

反應較慢反應較慢

不想表現不想表現

遲到早退遲到早退

56

教學基本原則

培養自我導向學習能力培養自我導向學習能力

加強反覆練習與立即應用加強反覆練習與立即應用

注重團隊合作注重團隊合作注重團隊合作注重團隊合作

避免比較避免比較

運用即時教學的方法運用即時教學的方法

實施多元化的評量實施多元化的評量

57

避免發生的12個錯誤習慣

炫耀你吃的鹽還比他（她）們吃的米多！炫耀你吃的鹽還比他（她）們吃的米多！

不管學員願不願意聽，不自主地分享你個人的智慧不管學員願不願意聽，不自主地分享你個人的智慧((
暗示他們還要學的東西可多的呢！暗示他們還要學的東西可多的呢！))。。
強勢主導談話的主題和時間。強勢主導談話的主題和時間。強勢主導談話的主題和時間。強勢主導談話的主題和時間。

重複說得太多，不斷提醒。重複說得太多，不斷提醒。

別人說的都是芝麻蒜皮的小事別人說的都是芝麻蒜皮的小事((你講的才是大事你講的才是大事))。。
提醒他（她）能遇到你是多麼的幸運。提醒他（她）能遇到你是多麼的幸運。

58

避免發生的12個錯誤習慣

不承認自己也有弱點不承認自己也有弱點((期待被視為典範期待被視為典範))。。
從不問他（她）們對你有什麼期待。從不問他（她）們對你有什麼期待。

秀你個人的豐功偉業秀你個人的豐功偉業((他們根本就不想聽他們根本就不想聽))。。
開不起玩笑。開不起玩笑。開不起玩笑。開不起玩笑。

他（她）們無法接受的事還執意讓他們去做。他（她）們無法接受的事還執意讓他們去做。

不承認這對你們倆都是一個學習的經驗。不承認這對你們倆都是一個學習的經驗。

59 60

讓我們一起讓我們一起努力努力!!!!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第49頁，共150頁】



2015/5/14

11

醫務管理組

101年 3月14日感謝聆聽感謝聆聽101年 3月14日感謝聆聽感謝聆聽
敬請指導敬請指導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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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應具備之計畫主持人應具備之
核心能力課程設計核心能力課程設計
----醫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力課程設計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力課程設計
------醫事放射進階課程設計醫事放射進階課程設計醫事放射進階課程設計醫事放射進階課程設計

參考資料：

1. 陳鳳如- 逢甲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暨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

2. 陳祖裕醫師

江志明 講述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常務理事
柏忕健康管理中心技術主任/ 主任秘書
中台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部定助理教授
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

*

*

放射師
核心能力 放射師核心能力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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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輻射安全與醫學影像等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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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檢查的輻射劑量及異常的影像之專業知能與技術。

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
善用「知識」、「技巧」與「態度」，先傾聽，再溝通，以同理心與尊重病人

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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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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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醫療團隊成員共同照護，提升病人接受放射醫療妥善率及病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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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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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雖有嘉肴，弗食，不知其旨也；
雖有至道，弗學，不知其善也。
是故學然後知不足，教然後知困。是故學然後知不足，教然後知困。
知不足，然後能自反也；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故曰“教學相長＂也。

（《禮記．學記》）

*

*楔子
*課程發展模式
*教學活動設計要素
*教學計畫案例分析與回饋

**課程細目內容課程細目內容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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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個砍柴人兩個砍柴人
你的功夫真的夠了嗎？

愈懂得自我充實的人 得到愈多愈懂得自我充實的人，得到愈多。

有一個年輕的柴夫，到山上砍柴，

不久，另一位老柴夫也來了，到了傍晚，

年輕的柴夫發現，老柴夫雖然比他來得晚，

砍得柴卻比他多，於是他暗暗下了決定，

隔天，要更早到山上去砍柴。

第二天；年輕的柴夫很早就到林子裡，

他心想：這次我砍的柴一定比較多。

沒想到 當他挑著木頭回到柴房時沒想到，當他挑著木頭回到柴房時，

一看，老柴夫所砍下的柴，

還是比他的多。

第三天，年輕柴夫決定，

他不但要比老柴夫早到，還要比他晚下山，

他心想 這次自己所砍的柴 肯定比較多他心想；這次自己所砍的柴，肯定比較多

沒想到，這一天老柴夫砍下的木頭，還是比他多，

第四天、第五天也是一樣。

到了第六天，

滿腹疑問的年輕柴夫～終於忍不住了，

他問老柴夫：我比你早到，比你晚下山，

比你年輕、有力氣，

為什麼我砍的木頭，還是比你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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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輕人啊！老柴夫拍拍他的肩膀說：

我每天下山回到家後 第一件事就是磨斧頭我每天下山回到家後，第一件事就是磨斧頭，

可是你下班回到家後，卻因為太累，

就只顧著休息，斧頭都被你砍鈍了。

雖然我比你老、比你晚到、

比你早下班，但是我的斧頭卻比你利，

我只要砍五刀，樹就倒了，

你卻要砍十幾刀，樹才會倒。

年輕人終於～恍然大悟。

我用這個故事做比喻，告訴大家，

如果一直砍樹，卻忘了把斧頭磨利，

總有一天，會感到事倍功半。總有一天 會感到事倍功半

人在努力的過程中，也不能忘記成長，

要一邊做事，一邊充實自己，

過去的時代，或許只要努力砍柴，就能生存，

但在變化迅速的時代，光砍柴是不夠的，

而是要邊砍、邊磨斧頭，不斷的充實自己，

終身學習，讓自己不會被市場淘汰。

一個人的成功與個性、習性相關連，

我們了解自己嗎？誰也改變不了你，

只有自己～為自己著想。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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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的問題─我們希望學員
(生)學會什麼？

*面對未來的能力
*專業問題
**醫療倫理

*教育

*

Teaching ≠ Learning

The Learning Pyramid

Lecture
Reading

5%
10%

Average
Retention Rate

Teach others

Discussion group

Demonstration

Audiovisual

Practice by doing

20%
30%

50%
75%
80%

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 Bethel, Maine, USA

*課程權力的下放
*學校本位課程的規劃
*教師專業自主的展現
*教師成為課程發展者、設計者、實施者及
評鑑者

*教師課程設計的源起

評鑑者

*各階段課程計畫
*各領域課程或特色課程的設計
*統整主題課程的設計
*重要議題融入各領域的設計
*各領域教學的課程設計

*教師需要設計哪些課程

*各領域教學的課程設計

*課程發展是屬於動態的歷程，主要是依據學生需
求，研擬明確目標，依目標建立架構，逐一完成
科目與教材內容。課程發展的焦點在於設定學生
與老師互動之程序，從中形成的教學計畫或設計。

*通常課程發展可經過：研究、發展、推廣、採用
等階段。

*課程發展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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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a草根理論模式
(grass-roots approach)

* 教授課程的教師應參與
課程的發展課程的發展

* 主張教師主動參與課程
創造與評鑑的先驅者

*Taba草根理論模式
(grass-roots approach)

* 教師要注意七項重要步驟：

*1.需求的診斷 2.簡潔明白的陳述目標

*3.內容的選擇 4.內容的組織

*5.學習經驗的選擇 6.學習活動的組織

*7.評鑑與評鑑的方法

*Hunkins的決定模式
(decision-making model)

*此模式分成七個主要階段：

*1.課程概念化與合法化 2.課程診斷

*3.課程發展內容選擇 4.課程發展經驗選擇

*5.課程實施 6.課程評鑑

*7.課程維持

所謂UbD是Understanding by Design的縮寫，中文的
意思就是「重視理解的課程設計」。UbD是由美國的教育專家
Grant Wiggins與Jay McTighe於1998年所提出。
相對於1965年由美國教育心理學家Gagne主張的九大教學事件(Nine 
events of instruction)，與1975年美國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學者提
出的ADDIE模式而言，UbD算是相當「年輕」且「建構導向」的一套教
學設計框架。有鑑於此，UbD模式在講求「多元評量」、「學習者中
心」，以及「問題解決導向」的21世紀學生就業能力養成來說，其不

*

啻為教育單位及其從業人員極具參考價值的教學設計良方。

輔仁大學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 劉怡甫

*Wiggins與McTighe的後向設計模式
(backward design model)

*其歷程始於終點目標(預期結果)的陳述

*例如： 1.你要達成什麼？ 2.學生應該知道什麼？

3.學生能夠做什麼？

4.學生應該有的價值與態度

5.學生應該具備及能表現的技能

*此模式迫使教師與課程發展者透過評鑑者的視野
來思考一個單元或一門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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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gins與McTighe的後向設計模式
(backward design model)

*基本步驟流程圖：

確定預期的終
點目標

決定證據 計畫學習經驗

•考量可能的內容

•縮小至重要內容的選擇

•選擇最後永續的內容

*Tyler與Wheeler的目標模式
(objective model)

*Tyler的直線目標模式和Wheeler的循環目標模式都強
調「目的、目標」、「選擇學習內容」、「組織學習
經驗」、「評鑑」等課程設計要素。

*認為課程發展是可以利用標準化手段來完成既定的目
的，所以若學習內容是明確有固定答案或特定技能，
而學習結果是可以預先明確描述其行為表現並且予以
客觀評量，則適合採用此模式。

*Stenhouse的歷程模式
(process model)

*主張課程的中心問題不是目標或內容，而是過程或程
序的原則，強調教育的方式與教學過程。

*認為學習若以知識理解為重點，則宜採歷程模式，主
張課程的設計應以具有內在價值的知識形式為基礎，張課程的設計應以具有內在價值的知識形式為基礎，
來進行學習經驗與內容的選擇，而不是根據預期學生
行為來作選擇。

*引發學生發問的過程→教導學生研究方法→協助學生
發展利用資料建立假設的能力→引導教室內的討論→
視探索為正當、即使未得到肯定的答案→鼓勵學生反
省自己的經驗→建立新的教師角色（資源協助者）

課程的定義

有計畫、有次序的學習經歷

給學生的「智慧成長之旅」

一系列的經驗讓學生學到「期望他們學習的事物」

Modified from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一個旅程、經歷一個旅程、經歷一個旅程、經歷一個旅程、經歷
形式不拘形式不拘

不一定要「上課」不一定要「上課」
34

課程的分類

正式課程 (formal curriculum)
非正式課程 (informal curriculum)
隱藏課程 (hidden curriculum)

35

台灣醫學教育之困境

教育呈現落伍

人文教育稀薄

健保持續衝擊

師資培育不足

如何突破困境？如何突破困境？
醫院疲於配合

教學欠缺評估

資源難以永續

部分來源：黄崑巖教授

提供優質課程提供優質課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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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學教育課程設計之趨勢

避免閉門造車 ⎯ 全球化、與世界接軌

改革現有弊端 ⎯ 教改

昂貴醫學教育時代的來臨

難以承擔？難以承擔？
37

教改……
因為資訊發達……..
大家都知道該怎麽教

因為資源不足……..
常常不知道該怎麽改

38

**

*教學活動設計要素

教材 方法與組織

目標

教材 方法與組織

評鑑

Harry Giles(1942)

*教學活動設計要素
*此設計的四要素提醒課程設計者四個問題：
1.該做什麼？
2.應包含什麼教材？
3.該用什麼樣的教學策略、資源與活動？
4.該用什麼樣的方法與工具來評鑑課程的成果？4.該用什麼樣的方法與工具來評鑑課程的成果？

*這四種成分彼此交互作用，對某一要素做的決定是
受其他要素的決定所影響

*並非所有的課程設計皆完全剛好包含了Giles所提的
這四個要素，但是所有的設計一定有其強調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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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課程活動 課程評量

*課程目標涵蓋層面

※依據美國教育學者Bloom的分類，

分為：認知、情意、技能

認知方面

知識及理解的層次

（knowledge & comprehension）

*情意方面

※包括態度、興趣、欣賞和適應

‧師生互動

‧合作學習‧合作學習

‧學習動機與興趣

* 動作技能力方面

※包括

醫事放射科學面相及

臨床醫事放射診療技術面相臨床醫事放射診療技術面相

*目標應反映教學的哲學觀
*要能承前啟後，使前後單元的目標具連貫性
*兼顧認知、情意、技能等三領域
*應符合學員(生)的經驗背景與未來需要
*範圍應適度延伸，考慮不同認知層次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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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目標
學習者的

需求與興趣

當代生活

的需求

學者專家

的意見

可能的目標

哲學 學習心理學

確定的目標

*學習經驗之選擇的原則
*依需求和目標決定適合的活動與經驗
*依預定的知識概念思考適宜的活動
*活動經驗要符合社會的需要與價值觀
*符合學生的能力 需要與興趣 且有助於培養*符合學生的能力、需要與興趣，且有助於培養
高層次心智技巧和情意

*提供多樣化的學習經驗
*活動經驗能符合學習時間，且有相應的資源可
配合

*如何組織學習經驗
電腦斷層技術學

電腦斷層基本原理電腦斷層基本原理

斷層解剖學
電腦斷層造影技術

第1節
第2節

*教材、教法、評量
是選編教材與教學設計三要素：

教材、教法、評量

「教些什麼？」

「如何教？」

「如何評量？」

*

一、決定選編教材內容

二、選擇多元而適配的教學策略

三、設計教學活動與評量

四、編寫課程教學簡案

*

*符合課程目標
*配合學生身心發展
*協助學生適應社會所需*協助學生適應社會所需
*涵蓋學科知識、文化脈絡及生活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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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教學法
*合作式學習法
*建構取向教學
*多元智慧的教與學
*認知學徒制
*學習策略與後設認知的教導

*什麼是直接教學法？
教師對每節課妥善計畫安排，將訊息直接傳達給學生已達
到教學的目標，教師處主導地位。

*為什麼要使用直接教學法？
當訊息或技巧有清楚的結構，而且是每個學生都必須精熟的，
以習得陳述性知識時，特別適用直接教學法。

*怎麼進行直接教學法？

*

怎麼進行直接教學法？

*陳述學習目標，將學生導向即將進行的授課
*複習先備知識和技能
*呈現新材料
*進行學習探測
*評量表現和提供回饋
*提供分散練習和複習的機會

*

提供分散練習和複習的機會

*是一種教學方式
*學生小組活動
*混合式分組
*相互依賴的活動
*個人的責任/義務

*

*加強社交技巧

*認為學習並非被動的接受知識，
而是主動建構知識的過程，教師
的角色在於安排協助學生建構知
識的過程。

*以學生為中心

*

*三段式學習環：探究、概念引入、概念應用形成
*五階段教學：確定探討的方向、引出學生的想法、學生
想法的重組、應用新的想法、回饋想法的改變

*問題教學：選定主題、教師佈題、學生解題（學生主動
探索或小組討論）、結果分享、挑戰與質疑、教師統整
回饋與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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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美國哈佛大學教授Gardner 的多元智慧理論
*教學的目的在使學生對學習材料達到真正的理
解，並能將所學應用到新的情境

*有效的教學應該根據學生的特質和教學內容，
採取多元化的教學方法，發展他們的優勢能力

*提供學生各種不同的表現機會，肯定不同的表
現方式 讓學生表現出他們所理解的學習內容

*

現方式，讓學生表現出他們所理解的學習內容

*強調學習應在情境中進行，不能與情境脈絡分離。
*提供真實生活化的學習環境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
*透過認知學徒制的教學策略─示範、教導、觀摩、闡明、
實作和探究

*培養學成為一個能獨立思考及問題的解決者

*

*一般學習策略：認知、後設認知
（計劃、監控、評估）、動機策略

*特定學科學習策略

*

*

教學活動設計的要素

1.主題或單元名稱
2.單元教材架構或大綱
3.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對象 ●教學時間 ●課程設計理念
●教學資源 ●起點行為分析 ●延伸性活動

3.各節教學目標
4.能力指標
5.各節教學活動設計（教學簡案）

⑴教學活動流程
⑵時間分配
⑶教學資源
⑷教學評量

一、教學評量的意義與功能

1.意義

在教學歷程中，教師透過各種不同

的方法，評量（assessment）學生

學習結果的訊息，以做明智的教學決

定，達成預定的教學目標。

2.功能

發揮統整教學的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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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教學目標

評估學員(生)的需求

提供適當教學

1.檢視學習進步情形

2.診斷學習困難

評量預定結果

改 進

教 學

評 分 及

成 績 單

評量結果之

其他使用

教 學 模 式

*對教師的回饋功能

1.了解學生起點行為

2.檢視教學的效果

3.瞭解學生的學習困難

*對學生的回饋功能

1.增進學生瞭解教學目標

2.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3.增強學生的自我瞭解

課程設計

要有原則

要有目標

要有結構

要有反省

必須堅守

必須明確

必須穩實

必須真誠

在知道之後在知道之後
是為與不為是為與不為必須真誠是為與不為是為與不為
非能與不能非能與不能

70

二、教學評量的迷思
1.評量等於考試，考試只用紙筆

測驗

2.藉考試引導教學與學習

3.評量強調結果忽略歷程

*
依教學功能分

1.安置性評量（placement assessment）

2.形成性評量（formative assessment）

3.診斷性評量（diagnostic                     3.診斷性評量（diagnostic

assessment）

4.總結性評量（summativ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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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教育訓練趨勢及教學
評量方法

Mini-CEX、DOPS 、OSCE、360度、CbD

如何進行一致性評估訓練與信效度

73

* )教學、評量

醫事臨床技能教學評估新進展
放射臨床技能教學評估新進展放射臨床技能教學評估新進展
MIN-CEX 、DOPS 、OSCE、
360度、CbD

74

*

*你會怎麼教?

75

*他要怎麼學?

75

*

Attitudes態度

Skills 技巧

Knowledge 知識

如何評估 ?
76

*

*了解為何要實行

*了解對象為何了解對象為何

*對不同對象設定測驗目標

*確定測驗時間及時程分配

*學員工作分配

*可以適當準備延伸學習教材
77

表面效度：
*完整性
*版面處理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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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效度：
*教學目標的訂定
*教學活動是否能達成目標
*教材（含教學資源）能否符合目標
*評量是否能有效檢核目標的達成

*

評量是否能有效檢核目標的達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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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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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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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會怎麼教?

82

*他要怎麼學?

*

Attitudes態度Attitudes態度
Skills 技巧
Knowledge 知識

如何評估 ?

*

Never depends on one 
evaluation

One type or on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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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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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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生物醫學的知識

2.臨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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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

*何謂問題導向學習(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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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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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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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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 me, I will forget

Show me, I may remember

Involve me, I will understand

*

江志明 引論

王英偉醫師提供

張景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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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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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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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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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有機會整理筆課程中適當的暫停，使學生有機會整理筆
記

*檢視學生瞭解的程度，如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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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m test 

四、Readiness Assurance Process

Team test 
Appeals 
Instructor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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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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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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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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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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makes sense 
in your practice?in your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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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minute preceptorOne minute preceptor

參閱：蔡淳娟 MD, PhD   義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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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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師專業？？

許自己一個教育的願景

‧你想當一個什麼樣的老師呢？‧你想當一個什麼樣的老師呢？

‧一個老師應該扮演什麼角色？

‧別小看你對學生的影響，

你可以是他們生命中的嚮導、貴人、或……

**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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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Based MedicineEvidence-Base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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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醫學科 陳嘉宏2015/5/14

課程大綱

• 瞭解、熟練實證醫學5大步驟(5A)
• 認識資料庫

辨別文章類型

實證醫學技巧簡介

2

• 辨別文章類型

• 實例介紹
放射線實證醫學作法

Learning Objectives

To
學習臨床問題轉換
「PICO」要領

3

To
利用Search工具，有效尋
找能解決問題的文獻

To
了解文獻設計型態，搜尋
適合臨床問題之證據

臨床情境

圖片來源: health.oeeee.com、www.canstockphoto.hk

小朋友這麼小，照X光不會
有問題嗎？

4

• 臨床上面臨的問題有許多不確定性，這種不確
定性是以機率來表示。

機率的估計可以來自個人以往的經驗 免不了

引言

• 機率的估計可以來自個人以往的經驗，免不了
有某種程度的偏差。

• 沒有任何一位臨床醫師擁有完全足夠的臨床經
驗，可以辨識大部分慢性病之間細微又長期的
互動關係。

5

引言

•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is the 
conscientious, explicit, and judicious use of 
current best evidence in making decisionscurrent best evidence in making decisions 
about the care of individual patients.  

Archie Cochran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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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實證醫學

1

設計良好的臨
床研究才是讓

3

將來有可能有
新的證據出現

2

不是只有隨機
對照試驗才算床研究才是讓

證據說話的基
石

新的證據出現對照試驗才算
是證據；目前
的證據未必是
完美、絕對正
確的

7

何謂實證醫學

• 以流行病學和統計學的方法，從龐大的醫學資
料庫中嚴格評讀、綜合分析找出值得信賴的部
分，並將所能獲得的最佳文獻證據，應用於臨
床工作中，使病人獲得最佳的照顧。

8

實證三元素

Patient
Values

病人價
值取向

Clinical
Expertise

Research
Evidence

研究
證據

臨床
專業

EBM

9

EBM 五大步驟 (5A)

問問題 (可以回答的問題)

找資料 (可獲得最好的證據資訊)

分析判斷 (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評估成果 (執行EBM的效率)

臨床應用 (整合四大層面)

10

PICO & SEARCH
• 1.能分辨前景問題與背景問題之不同

• 2.能掌握臨床問題之類別

• 3.能提出一個前景的臨床問題

• 4.能分析問題的結構

• 5.資料庫 & 基本搜尋技巧

11

臨床問題由何而來？

• 臨床發現(clinical findings)
• 病因(etiology)
• 疾病臨床表徵
• 鑑別診斷及診斷檢查(DDx & diagnostic test)
• 治療(prevention)
• 預後(prognosis)
• 預防措施(prevention)
• 自我進步(self-improvemen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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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問題由何而來？

• 是什麼疾病(differential diagnosis)
• 如何檢查(diagnostic tests)
• 為什麼會發生(etiology)
• 對我會有什麼影響(prognosis)
• 如何治療(therapy)
• 如何避免(prevention)
• 是否會再發生(meaning)

13

背景問題 VS 前景問題

• 高血壓用藥有
哪幾大類？

• 正子攝影或細針
穿刺，哪一種檢

背景問題背景問題 前景問題前景問題

是完全著眼在解決前景問題的
一套思考邏輯與方法學。

哪幾大類？

• 輻射線對人體
的傷害？

穿刺 哪 種檢
查對甲狀腺腫瘤
有較高診斷率

14

背景問題 (Background question)

• 詢問有關疾病的一般知識性問題

A question root
(who、what、where A disorder or an 

• Background resources：
textbook、UpToDate

15

(who what where
、when、how、why) aspect of disorder

前景問題 (Foreground question)

• 詢問有關處理病人所需特別知識的問題

Ask for specific knowledge 

• 「P I C O」helps to formulate the question

16

about managing patients 
with a disorder

前景問題 (Foreground question)
包括性質、狀況及疾
病的特定性質 針對病人做何種處置

（治療、 診斷、 觀
察）

P
Patient / population /

problem

對上述intervention
的方法是否有其他選擇

(如placebo)

相對的效果為何(如致
病、死亡或併發症)

O
Outcome

I
Intervention

C
Comparison

17

Formulate an answerable question

以病患為

可以檢驗的數據

可以執行實現的數據的以病患為
中心之照
護系統 相對條件下可獲得最佳結果

符合病患的期望

18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第73頁，共150頁】



2015/5/14

4

前景問題的種類

• 診斷 (diagnosis)
• 預測 (predict)
• 預防 (prevent)
• 治療 (therapy)
• 併發症
• 預後 (prognosis)

19

診斷類型

Q：Does a normal ECG rule out a  serious 
elevation of potassium？

P l ti I t d h k l i

20

Population Inspected hyperkalemia

Indicator Does a normal ECG

Comparator

Outcome Rule out hyperkalemia

預測類型

Q：戒菸門診病人一年戒菸成功率與性別
有無差異？

Population 戒菸病人Population 門診之戒菸病人

21

Population 戒菸病人

Indicator 門診戒菸追蹤

Comparator 電話追蹤

Outcome 男性與女性之一年戒菸成功率差異

Population 門診之戒菸病人

Indicator 男性 (或女性)

Comparator 女性 (或男性)

Outcome 戒菸成功率

預防類型

Q：對臍帶未脫落的嬰兒，每天用95%酒精塗抹
和自然晾乾，肚臍感染率及脫落時間有無差
別？

22

Population 臍帶未脫落的嬰兒

Indicator 每天用95%酒精塗抹臍帶

Comparator 自然晾乾

Outcome 肚臍感染率及脫落時間

治療類型

Q：接受全人工關節置換術擺不擺引流管有無差
別？

Population 接受全人工關節置換術病人

23

Population 接受全人工關節置換術病人

Indicator 沒有置放引流管病人

Comparator 有置放引流管病人

Outcome 術後結果

預後類型

Q：How about the prognosis of 
Salmonella bacteremia？

Population Child and salmonella

24

Population Child and salmonella

Indicator bacteremia

Comparator control，placebo

Outcome prognosis

背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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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Objectives

To
學習臨床問題轉換
「PICO」要領

To
利用Search工具，有效尋
找能解決問題的文獻

To
了解文獻設計型態，搜尋
適合臨床問題之證據

25

如何蒐尋最佳的臨床證據

• 以PICO原則提問題

• 認識資料庫，包括EBM database、各種網路
資訊等資訊等

• 設定關鍵字進行資料搜尋(依據問題)

• 判斷文獻證據等級

26

實證醫學資料庫查詢優點

• 文獻資料可經由網路快速查詢，最新的醫學進
展可立即見於網路，比傳統教科書更update。

• 實證醫學特有的文獻格式，表達資料取得方法
及重要結果，不需花很多時間便能了解其要旨。

• 利用這些資源，可以節省閱讀大量文獻的時間。

27

實證醫學=臨床流行病學+醫學資訊學+團隊合作

5S-Evolu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Evidence based 

Computeriz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系統
systems

綜結

Original articles、
PubMed

Evidence based journals
(EBM)

Systematic review 
(Cochrane)

textbooks(UptoDate)Summaries
精要

synopses
統整

syntheses
研究

studies
28

Searching for the best evidence

Medical 
database

Internet 
search engine

Searching 
evidence

database

prefiltered

UptoDate
MDCONSULT 

Cochrane Library

unfiltered

PubMed 
Medline

search engine

Google 
Yahoo

29

搜尋答案

資料庫

Uptodate background

Cochrane Library 2nd databasey

EBMR 2nd database

PubMed (Clinical Queries) 1st database

Medline 1st database

遠距圖書 本土期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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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ing for the best evidence

Medical 
database

Internet 
search engine

Searching 
evidence

database

prefiltered

UptoDate
MDCONSULT 
Cochrane Library

unfiltered

PubMed 
Medline

search engine

Google 
Yahoo

31

UptoDate 資料庫

• 由3,000多位專業醫師執筆撰寫，資料涵蓋
6,000多個內科及次專門科主題評論，並涉及
家醫科、小兒科及婦產科，提供up-to-date實
證醫學及臨床醫療資訊 以協助醫師進行診療證醫學及臨床醫療資訊，以協助醫師進行診療
上的快速判斷與決策，內容也包含160,000筆
醫學摘要、Lexi-Comp 藥物資料庫，以及病
人宣傳手冊。

32

The Cochrane Library

• The Cochrane Library為一個實證醫學全文型
資料庫，製作單位為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其下又分為7個資料庫，由
Cochrane專業團體或國際組織對文獻進行系Cochrane專業團體或國際組織對文獻進行系
統性評論、控制實驗與生統分析。

• The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Cochrane Reviews) - 提供超過
1,800種完整的評論(Reviews)

33

Searching for the best evidence

Medical 
database

Internet 
search engine

Searching 
evidence

database

prefiltered

UptoDate
MDCONSULT 
Cochrane Library

unfiltered

PubMed 
Medline

search engine

Google 
Yahoo

34

Medline

•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LM 於1964建立了全國
性醫學文獻網路其中最重要且發展最早的為
MEDLINE 生物醫學資料庫。

• 收錄自1966 至最新月份的完整MEDLINE 資• 收錄自1966 至最新月份的完整MEDLINE 資
料庫。

• 即時獲取每月所屬專科最新資料。
• 具超強連結功能，可與全文資料庫及實證醫學

資料庫（EBMR）相互搭配使用，立即查到全
文資料及臨床實證資訊。

35

PubMed

• 收錄年限：西元1950年至今
• 更新頻率：週更新
• 出版機構：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的國家生技資訊

中心(NCBI) N ti l C t f中心(NCBI)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 資料類型：醫學期刊文獻、即將出版的醫學論文
• PubMed Central 典藏的full-text
• 收錄主題：生物醫學、生命科學、生化學、行為

科學為主；也有收錄資訊科學、航太科學等等。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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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Med與Medline之差異

• PubMed 除MEDLINE的內容外，還包括：

由出版社以電郵方式提供的引文，其刊登的期刊仍未被
選定為MEDLINE索引，故不被歸類為MEDLINE的引文。

37

選定為MEDLINE索引 故不被歸類為MEDLINE的引文

仍未被更新為目前詞彙索引的OLD MEDLINE引文(刊出時間
自1948～1965年間，大多没有摘要，約190萬份) 。

寄到 PubMed Central 內被NLM審核過的
某些生命科學期刊的全文文獻。

實例介紹

比較發泡劑與傳統口
服顯影劑讓胃部在進
行電腦斷層掃描時，
具有最佳擴張效果

（腫瘤偵測率）

38

臨床問題轉換PICO

• UGI
• effervescent (gas powder)
• gastric (stomach)

i (t ) P

I

• carcinoma (tumor)
• buscopan
• ampulla vater
• Duodenal
• Contrast (oral) 

P

C

一般原則是先放
「P」與「I」，
「C」與「O」視搜
尋結果決定

39

PubMed使用

40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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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5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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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工具介紹

• MeSH Database：
幫助找到需要的MeSH詞彙來連接作 PubMed
的文章搜尋。

• Journal Database：
提供PubMed內各期刊資訊及搜尋期刊內文章

• Clinical Queries：
為一預先建構的搜尋工具，能幫助你縮少搜尋
範圍在與臨床有關的文章上。

55

控制字彙之檢索 : MeSH

• 醫學圖書館標題表（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 是 NLM 針對生物醫學資料所整理出的主題詞彙。

對同一概念採用固定的詞彙表達方式，以達到控
制詞彙目的，方便生物醫學領域的學者或從業人制詞彙目的 方便生物醫學領域的學者或從業人
員彼此間的溝通，更可用以陳述資料內容的主題
意涵並提供檢索。

• 它的制定可協助做為主題編目選用標目之依據，
以為讀者查檢館藏目錄時的檢索點之一。 美國醫
學標題表的內容分成兩個部分：字母順序標題表
及樹狀結構標題表。

56

MeSH

57 58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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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Queries

61 62

63

檢索策略

• 找到關鍵字(keyword)

• 判斷問題類型－
ti l di i th i

PICO

etiology、diagnosis、therapy、prognosis

• 使用布林邏輯－and、or、not …

• 快速查詢較高證據文獻－Clinical Queries

64

Troubleshooting

Too many reference Too few reference

Use specific MeSH term Use broader term

Use“OR”with otherUse limit Use OR with other
term

Restrict  ti only Combine MeSH and 
Text word searching

Selective specific 
subheading

Select“include all
subheading” 

on MeSH term
Add terms and 

use“AND”
65

Learning Objectives

To
學習臨床問題轉換
「PICO」要領

To
利用Search工具，有效尋
找能解決問題的文獻

To
了解文獻設計型態，搜尋
適合臨床問題之證據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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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 五大步驟 (5A)

問問題 (可以回答的問題)

找資料 (可獲得最好的證據資訊)

分析判斷 (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評估成果 (執行EBM的效率)

臨床應用 (整合四大層面)

67

Type of Study Design

Cohort Study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Case Control Study

Case Series / Report

Cross Sectional Study 

68

Type of Study Design

• Case Series / Report

Case Series report new diseases or health 
l d blrelated problems

They may provide some descriptive data 
on exposures to potential causal factors 

69

Type of Study Design

• Cross Sectional Study

existing disease and current exposure 
levelslevels

some indi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ease and exposure or non-
exposure 

sample at one point in time

70

Type of Study Design

• Cross Sectional Study

AdvantagesAdvantages DisadvantagesDisadvantages

‧Cheap and simple
‧can study multiple 

exposures or multiple 
outcomes or diseases

‧ethically safe

‧not a useful type of 
study for 
establishing causal
relationships

‧only prevalence can 
be estimated 
(incidence)

71

Type of Study Design

• Case Control Study

identify existing disease and look back in 
previous years to identify previous exposures 

l fto causal factors

Analyses examine if exposure levels are 
different between the groups

those who 
have a disease those without a disease

Case Control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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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of Study Design

• Case Control Study

AdvantagesAdvantages DisadvantagesDisadvantages

‧Best design for rare 
diseases

‧cheap and quick
‧ethically safe

‧can not calculate 
incidence, 
population relative 
risk or attributable 
risk

‧high potential for
bias

73

Type of Study Design

• Cohort Study

subjects with an exposure to a causal factor are 
identified and the incidence of a disease over timeidentified and the incidence of a disease over time 
is compared with that of controls

subjects are followed over time with continuous or 
repeated monitoring of risk factors or health 
outcomes, or both

74

Type of Study Design

• Cohort Study

AdvantagesAdvantages DisadvantagesDisadvantages

‧estimate overall 
and specific disease 
rates （incidence）

‧ lower potential for 
bias - no recall bias

‧blinding is difficult
‧randomization not 

present
‧ large sample size or 

long follow-up is 
necessary

75

Type of Study Design

• Comparison

Past Now Future

i

Exposure

Exposure

Disease

Disease

Exposure Disease

Cohort 
Study

Case 
Control 
Study Cross 

Sectional 
Study 76

Type of Study Design

•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n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study in which 
participants are allocated toparticipants are allocated to 
treatment/intervention or control/placebo 
groups using a random mechanism

Best for study the effect of an intervention

77

Type of Study Design

•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dvantagesAdvantages DisadvantagesDisadvantages

‧unbiased distribution 
of confounders

‧blinding more likely 
‧randomization 

facilitates statistical
analysis

‧expensive
（time、money）

‧volunteer bias
‧ethically 

problematic at 
times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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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Studies

Study Design Tree

What was 
the aim of 
the study?

When were 
th t

Descriptive

Survey
（Cross sectional）

Qualitative

Analytic

Experimental

Randomized
（parallel group）

Randomized
（crossover）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 Cross 
Sectional

Case-Control 
Study

Was the 
intervention 

randomly 
allocated? 

the outcomes 
determined?

79

Level of Evidence

RCT

C h di

Systematic Review

Cohort studies

Case Control studies

Case Series / Reports

Editorials/Expert Opinion 80

Type of Study Design

Question type Study design

Diagnostic test Prospective，blinded cross-sectional study 
comparing with gold standard

Cohort study＞Case control study＞CasePrognosis Cohort study＞Case control study＞Case 
series

Etiology / Harm Cohort study＞Case control study＞Case 
series

Therap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reventio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81

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 Can we believe it ? 研究方法的探討

Validity 效度/信度

VIP

• If we believe it - does it apply to our patients? 

Practicability 臨床適用性

• We believe it ! But does it matter? 研究結果的分析

Importance 重要性

82

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 研究族群是否隨機
• 評估者是否blind

追蹤率 l

Validity 效度/信度

• 追蹤率 > 80%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

83

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 NNT (Number Need to Treat) 益一需治數
~ 要預防一位不良結果發生所需治療的病人數

Importance 重要性

一年的死亡人數 一年的存活人數一年的死亡人數 一年的存活人數

接受某治療 300 700

不接受某治療 800 200

實驗組事件發生率(EER)              
= 300 / (300+700) = 30%

對照組事件發生率(CER)               
= 800 / (800+200) = 80%

風險比(Risk ratio. RR)= EER / CER = 0.3 / 0.8 = 0.375
絕對危險性降低度(ARR)= CER-EER = 80% - 30% = 50%
相對危險性降低度(RRR)=(CER-EER) / CER= (80%-30%) / 80% = 62.5%
NNT = 1 / ARR = 1/50% = 20  (每治療20位，會有1位存活)

EER：Experimental event rate      ARR：Absolute risk reduction
CER：Control event rate               RRR：Relative risk reduction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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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 CI (Confidence Interval)  95%信賴區間
45% (CI：40% ~ 50%)

Importance 重要性

45% (CI：1% ~ 99%)

45% (CI：-2% ~ 53%)

信心區間太寬，可能是樣本數太少

信心區間跨越原點0，不具統計意義

85

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 可否用來照顧我的病人？

• 回頭看文章的PICO，是否和臨床問題相符？

Practicability 臨床適用性

• 4E：Evidence、Expectation、
Experience、Environment

86

EBM 五大步驟 (5A)

問問題 (可以回答的問題)

找資料 (可獲得最好的證據資訊)

分析判斷 (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評估成果 (執行EBM的效率)

臨床應用 (整合四大層面)

87

Applying、Auditing

• 在實證醫學的執行過程中，您的表現如何？您
可做下列自我評估：
*提出可以回答的問題
*發現最佳外部證據
*審慎評讀證據的正確性與實用性
*專業知識整合及應用於臨床的醫療行為

88

課程大綱

• 瞭解、熟練實證醫學5大步驟(5A)
• 認識資料庫

辨別文章類型

實證醫學技巧簡介

89

• 辨別文章類型

• 實例介紹
放射線實證醫學作法

Flow Chart

定義PICO

利用資料庫搜尋

UptoDate
了解背景

文獻
宅急便

輻安 醫用輻射線，胎兒的天敵？

請主治醫師協助

利用資料庫搜尋

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

宅急便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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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情境

圖片來源: health.oeeee.com、www.canstockphoto.hk

小朋友這麼小，照X光不會
有問題嗎？

91

認識輻射
背景知識

原子能委員會http://www.aec.gov.tw/ 92

前景問題
• 懷孕八週婦女急性腹痛到急診求診，理學及超音波檢查無

特殊發現。腹部電腦斷層檢查可提供其它資訊幫忙確診，
病人擔心輻射線對胎兒會有不良影響，甚至造成畸形。若
接受腹部電腦斷層會不會導致畸胎？

中文 英文

P 懷孕八週婦女、胎兒 (early) pregnant、fetus

I 腹部電腦斷層檢查 Abdomen CT、radiation

C background  radiation

O 畸胎 teratogenesis、teratogen、
teratogenicity

一般原則是
先放「P」與「I」，
「C」與「O」視搜
尋結果決定

93

Cochrane Search

Search Query Items found

#7 #5 and #6 4

#6 Teratogen* 124g

#5 (#1 or #2) and (#3 or #4) 1001

#4 CT [ti,ab,kw] 35338

#3 radiation [ti,ab,kw] 9874

#2 fetus [ti,ab,kw] 1947

#1 Pregnan* [ti,ab,kw] 26181

94

Cochrane Search

95

PubMed Search

Search Query Items found

#4 #3 and free full text[sb] 21

#3 #2 and (“last 10 years”[PDat] 
and humans[Mesh]) 127

#2 #1 and Teratogen* 572

#1 (Pregnan* or fetus) and 
(radiation or CT) 1770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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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Appraising

輻安 醫用輻射線，
胎兒的天敵？

Asking

Accessing

Appraising

Applying Auditing 98

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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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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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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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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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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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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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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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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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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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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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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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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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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104 年版評量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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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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量項目（不含第 5章）-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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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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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第114頁，共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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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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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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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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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第116頁，共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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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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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量項目（不含第 5章）-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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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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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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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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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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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類 
條次 

B-1 護理 B-2 營養 B-3 呼吸治療 B-4 助產 B5-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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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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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第139頁，共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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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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超音波造影 
達成目標 獨立操作一般超音波造影檢查與具影像品質分析。 
訓練內容 1.一般科超音波 必訓 

2.乳房超音波（限女性放射師） 必訓 

3.婦產科超音波（限女性放射師） 選訓 
4.心臟超音波 選訓 
5.神經血管超音波 選訓 
6.超音波影像之診斷 必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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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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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練，不得低於 2 週。 

 

5. 電腦斷層造影 
達成目標 熟悉電腦斷層造影檢查技術與影像品質分析。 
訓練內容 1.頭頸部造影 必訓 

2.胸部造影 必訓 

3.腹部造影 必訓 
4.脊椎造影 必訓 
5.骨盆及四肢造影 必訓 
6.心臟冠狀動脈造影 選訓 
7.電腦斷層影像之診斷 必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檢查技術實務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3. 影像品質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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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磁振造影 

達成目標 熟悉磁振造影檢查技術與影像品質分析。 

訓練內容 1.頭頸部造影 必訓 

2.胸部造影 必訓 

3.腹部造影 必訓 

4.脊椎造影 必訓 

5.骨盆及四肢造影 必訓 

6.磁振造影之影像診斷 必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檢查技術實務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3. 影像品質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7. 放射醫學影像及儀器品保 

達成目標 具備影像處理、分析與儲傳作業及檢查儀器品保能力。 

訓練內容 1.醫學影像之處理、分析及品保 必訓 

2.醫學影像儲傳系統 必訓 

3.影像設備儀器品保 必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檢查技術實務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3. 影像品質評核。 

備註 1. 配合醫師執行影像處理。 

2. 設備儀器品保依法規定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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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放射線治療部（科）訓練課程 

1. 放射治療技術 

達成目標 熟悉放射治療技術與癌症病患之照護。 
訓練內容 1.遠隔治療技術 必訓 

2.近接治療技術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治療技術操作評核。 

2.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2. 模擬攝影或電腦斷層模擬攝影 

達成目標 熟悉模擬攝影技術。 

訓練內容 1.電腦斷層模擬攝影 必訓 

2.一般模擬攝影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模擬攝影技術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3. 模具製作或鉛合金擋塊 

達成目標 熟悉模具製作技術。 

訓練內容 1.模具 必訓 

2.鉛合金擋塊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模具製作成效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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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腦治療計畫系統或劑量計算 
達成目標 熟悉放射治療計畫或劑量計算。 
訓練內容 1.劑量計算 必訓 

2.電腦治療計畫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劑量計算或治療計畫原理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5. 放射治療品保 

達成目標 熟悉放射治療品保作業。 

訓練內容 放射治療品保 必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放射治療品保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依法規定執行。 

 

6. 特殊放射治療技術 
達成目標 熟悉特殊放射治療技術。 
訓練內容 1.強度調控放射治療 必訓 

2.立體定位治療 選訓 
3.影像導引放射治療 選訓 
4.全身性放射治療 選訓 
5.多模式放射治療 選訓 
6.其他特殊放射治療 選訓 

訓練時間 如三、訓練安排。 
訓練方式 實務操作、儀器說明。 
評核標準 1. 治療技術操作評核。 

2. 設備儀器操作使用評核。 
備註 配合醫師執行。 

 

104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畫主持人訓練)【第145頁，共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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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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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