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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成效指標評核結果分析
教學成效指標規劃說明
104年度成效指標說明
━ 執行成效優良醫院獎勵費用之核算機制
━ 質性指標及改善指標項目、評分基準
105年度成效指標預告

報告大綱



103年度
成效指標評核結果分析



103年度成效指標-共計13項指標
質性指標
━ 師資培育面向：指標1、2
━ 教學資源面向：指標3
━ 計畫評估機制面向：指標4、5、6
━ 跨領域團隊合作面向：指標7
━ 聯合訓練機制面向：指標8
改善指標
量性指標：指標3、4、7、9-B



教學成效指標項目與權重分配
年度

項目(%)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Pay for 
Reporting quality

Pay for 
Improvement

Pay for
Quality

ContinuousQuality improvement
教學

成效指標 100 100 70 50 80 70 70 70
實地稽核 10 30 50

改善
成效指標

10
(加分)

10
(加分) 20 20 20 15

量性
監測指標

試 辦 ，
不 列 入
計算

10 10 15
教學

特色指標
5

(加分)
調整納入
改善指標

總計 100 110 110 110 100 100 105 100



101-103年教學成效指標總成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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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改善指標：醫院改善項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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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改善指標：每項指標有改善之
醫院家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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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各層級質性指標平均成績

層級 家數
師資培育 教學

資源
計畫評估

(整體計畫/教師/學員)
跨領
域

聯合
訓練 質性指標

1-8項
總平均

改善指標
總平均指標

1
指標
2

指標
3

指標
4

指標
5

指標
6

指標
7

指標
8

醫學
中心 22 2.18 2.01 2.30 2.08 2.42 2.33 2.24 2.27 2.23 7.55

區域
醫院 87 1.67 1.61 1.56 1.25 1.85 1.85 1.60 1.61 1.63 4.33

地區
醫院 24 1.13 1.25 1.21 1.08 1.42 1.39 1.19 1.25 1.24 2.46

整體 133 1.65 1.61 1.62 1.36 1.87 1.85 1.63 1.66 1.66 4.53



103年度各項質性指標分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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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量性指標 3、4、7、9-B達成率分佈
指標 指標3 指標4 指標7 指標9-B

全國平均值 99.78% 98.33% 99.80% 124.03%

醫院平均值 98.83%
(n=132)

95.51%
(n=133)

99.57%
(n=133)

119.21%
(n=132)

達成率100％
家數 123 100 126 ─

備註：
1.全國平均值=各醫院之分子數值加總/各醫院之分母數值加總
2.醫院平均值=各醫院指標數值之加總/填報指標之醫院家數



103年度教學成效指標總成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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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效指標規劃說明



教學成效指標規劃說明
� 為減輕醫院行政負擔，不重覆準備並提供相關資
料，業於103年度完成教學成效指標與教學醫院評鑑
基準整合。

� 教學成效指標之執行期程將改採預告方式，即當年
度修訂教學成效指標並公告，於隔年正式施行，以
使醫院有充足時間能依成效指標評分基準公告之內
容，規劃調整院內教學訓練方向。



104年度執行成效優良醫院
獎勵費用之核算機制



執行依據
依據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第九點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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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注意
醫院填報內容及佐證資料務必據實填報，
若有填報不實之情事，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成效指標填報類型與項數
醫院須於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管理系統
(https://pec.mohw.gov.tw/security/login.aspx)完
成以下三種指標，始可自系統送件評核

項目 項數 104年度改變
質性指標 8項 修正部分文字敘述
改善指標 1項 無
量性指標 9項 修正部分文字敘述



填報作業時間
填報時間：
�質性指標：104年10月1日至10月30日17時止
�量性指標：104年10月12日至10月30日17時止
送審時間：104年10月19日至10月30日17時止
請隨時注意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管理系
統最新消息公告

Attention



這樣才算填報完成!!!
完成填報後，送審成功畫面如下
如送審時間超過公告時間將無法受理!!!



獎勵門檻
納入「執行成效優良醫院獎勵費用」點數計算及費用撥付對象
需同時符合以下條件：
�質性指標：每項指標之評分至少1分，且其中至少1項指標評
分至少2分。（指標評核成績若非整數，採四捨五入計算至整
數認定）

�改善指標：評分至少1分
例外：若醫院未填報前一年度教學成效指標，則本年度「8項
質性指標」中每項指標之評分至少1分，且其中至少1項指標評
分至少2分，即可納入
舉例：假設A醫院得分情況如下，四捨五入計算至整數後，符
合獎勵門檻

質性1 質性2 質性3 質性4 質性5 質性6 質性7 質性8 改善
A醫院 1 0.67 1 1 1.67 1 2 2 4
門檻計算
至整數 1 2



指標項目、評分與權重分配
13項指標列入成績計算，指標項次及權重如下表：

項目 指標項數 評分滿分 權重(%)

質性指標 8 24 70

改善指標 1 9 15
量性指標

(3、4、7、9-B) 4 5 15

總計 13 ─ 100



質性指標分數＝3位評核委員平均分數(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2位)
改善指標分數＝採多數決判定，係3位委員中如有2位(含)以上委員評分為「符合」

始得分
量性指標分數＝醫院填報值達閾值，且上傳佐證資料完整，始得分

教學成效指標總成績＝

評核總點數＝教學成效指標總成績× 104年度1-10月實際收訓計畫數
實際收訓計畫數算法：

點值＝104年度之成效優良獎勵總經費÷所有醫院評核總點數

各院獎勵費用＝評核總點數×點值

執行成效優良醫院獎勵費用之分配流程

加權後西醫計畫數 × 全國西醫計畫數 ＋除西醫外訓練計畫數全國加權後西醫計畫數



舉例：實際收訓計畫數算法
醫院 醫事人員類別 實際收訓人員之訓練計畫 加權後

計畫數
核算

計畫數

甲醫院

西醫師
PGY 1

9

外科專科醫師 2
耳鼻喉科專科醫師 1

其他醫事人員
護理師、護士

5
藥師
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士
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生
呼吸治療師

乙醫院
西醫師 整型外科專科醫師 1

6
皮膚科專科醫師 1

其他醫事人員
護理師、護士

4藥師
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士
諮商心理師

丙醫院 其他醫事人員
護理師、護士

4 4藥師
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士
語言治療師



舉例：教學獎勵費用之計算

假設值
� 104年度全國西醫計畫數為780
� 西醫部分科別加權後西醫計畫數為1000
� 點值為Y元

評核總點數＝教學成效指標總成績 × 104年度1-10月實際收訓計畫數
實際收訓計畫數算法：

加權後西醫計畫數× 全國西醫計畫數 ＋除西醫外訓練計畫數全國加權後西醫計畫數



舉例：教學成效指標總成績之計算
項目 質性指標成績 改善指標成績 量性指標成績 教學成效指標

總成績

滿分 100.00

甲醫院 72.67

乙醫院 0 29.25

丙醫院 8 34.00



舉例：教學獎勵費用之計算
醫院 評核總點數 獎勵費用

甲醫院 590.08 Y 元
（無條件捨去至整數）

乙醫院 改善指標得分為0分，未達獎勵門檻，非屬「執行成
效優良醫院獎勵費用」點數計算及費用撥付對象 0 元

丙醫院
8項質性指標皆無任1項達2分以上，未達獎勵門檻，
非屬「執行成效優良醫院獎勵費用」點數計算及費用
撥付對象

0 元



104年度質性指標、改善指標
項目及評分基準

監測期間 指標填報及評核範圍
104年1月至10月 1.西醫師之監測範圍僅限於PGY人員

2.其他職類醫事人員



質性指標評分基準與原則
等級 代表意義 分數

A

Pass

完全達成/非常積極達成 3分
B 一般水準以上/積極達成 2分
C 一般水準 1分
D Fail 一般水準以下 0分

� 達B者，需先符合C之要求；達A者，需先符合B之要求
� 指標評核之範圍，包含所有實際收訓之類別計畫。

1. 若醫院實際收訓計畫數之20％未符合該指標等級之要求，則評分結果
須降1級

2. 若醫院實際收訓計畫數之50％未達該指標等級之要求，則評分結果須
降2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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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指標評分基準與原則
質性指標
� 師資培育面向：指標1、2
� 教學資源面向：指標3
� 計畫評估機制面向：指標4、5、6
� 跨領域團隊合作面向：指標7
� 聯合訓練機制面向：指標8

改善指標

29

評分標準A執行成效
良好：
1. 應有具體事證及相
關佐證資料

2. 融入PDCA持續改
善機制精神

跟去年有什麼不一樣?
與前一年度相較，經
檢討機制有改善事實
之內容

★注意：所有指標若上傳之佐證資料有錯誤或不夠明確，無法
作為參考資料，則視為無佐證資料！
★注意：所有指標若上傳之佐證資料有錯誤或不夠明確，無法
作為參考資料，則視為無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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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未符合C標準。
C：
1. 依醫院功能、規模及特性明訂 ，有計畫地培育師資。
2. 有計畫地提供或安排院內教師相關

。參與課程可為醫院自行舉辦或是到院外參加。
B：
1. 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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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之 。
3. 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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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04年度-僅修正文字敘述



指標1-填報看過來
� 「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
課程（或活動），主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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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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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質(註明貴院為主辦、協辦或是派
員參加) 】課程名稱2. 課程日期3. 課程目標4. 課程內容5. 授課人員6. 課程時數7. 課程型式8. 參與之院內人數9. 參與之院外人數（若貴院為主辦或協
辦單位才需填寫）10. 課程滿意度（若為貴院主辦或協辦單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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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1-填報看過來
主辦：指提供研習課程相關資源（師資、人力、經費或場
地）等
醫院填報之課程場次資料，限制如下：
貴院為主辦單位者，不限場次
貴院為協辦單位者，以10場次為限
貴院僅派員參加者，以10場次為限



指標1-填報看過來
� 以本年度之課程為限。
� 提升教學技能課程之內涵，不包括「專業課程及一般醫學基本能
力課程」，且研習訓練應針對教師培育內容，非院內日常教學活
動。

� 能考量醫院規模與層級，辦理適當之課程數量，且課程內容應能
夠達到教學目標。

� 評分標準B3：須訂有鼓勵辦法。
� 評分標準A1：須有培育計畫，教師有分層級及有相應之教育訓練。
� 評分標準A2：最少每年一次檢討，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
� 評分標準A3：新增職類應有配合之師培事實，若無新增職類則須
因應教師異動配合相關的師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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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1-如果你是評核委員….
項目 狀況1 狀況2

指標
填報內容

本院訂有完善師培制度，辦理一
系列優質教師培育課程，有計畫
性地培育師資。

1. 訂定適用醫師及各職類醫事人員之教師
培育辦法(附件1-師資培育制度辦法)

2. 醫院辦理「提升教師教學技能」課程係
循序漸進規劃『基礎核心訓練』及教學
技能之『進階訓練』課程，並有計畫安
排教師參與。

Hit the point

(到C標準了?) X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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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未符合C標準。
C：明訂 ，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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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用，且提出 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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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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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無調整



指標2-填報看過來
� 上傳之佐證資料應有詳細的教學獎勵辦法內容，且對象應包含醫
院實際收訓學員的各職類醫事人員之教師。

� 各職類醫事人員之教學相關升遷辦法，著重於有鼓勵教師教學之
精神，非需另外訂定教學鼓勵升遷辦法。

� 各職類醫事人員升遷辦法，應內含教師教學貢獻之評估。
� 評分標準C1：意指醫院能提供合理教學績效，或保障因教學而減
少臨床工作，且不影響薪資。

� 若未能清楚呈現各醫事類別之教學獎勵經費，則無法達評分標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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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2-如果你是評核委員….
項目 狀況1 狀況2

指標
填報內容

為促使各職類醫事人員協助醫院
從事院內教學工作，成為臨床教
師，訂定補助辦法以茲鼓勵。

1. 訂有具體明確且適用各類醫事人員教
學獎勵辦法及措施。(附件1-教師教
學獎勵辦法)

2. 提供授課及臨床教學人員鐘點費及教
學指導費，依實際執行情形核發補助
費用。(附件2-各職類實際補助費用
使用情形)

3. 訂有員工考核辦法，將教學貢獻度列
入教師當年度考核積分評定，同時併
列為升遷、優良教師參考條件。

Hit the point

(到C標準了?) X O



指標3-本計畫之教學資源因應配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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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未符合C標準。
C：提出之 條理清楚明確，且

。
B：

各項教學資源使用狀況，符合教學需求。
2. 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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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僅修正文字敘述



指標3-填報看過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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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有院內教學資源衍生的配合措施，能具體呈現與教學活動之相
關性（如教學設備的應用、經費的分配、圖書設備的應用…等），
並非填報的設備愈多得分愈高。

� 建議醫院應有「使用管理辦法」，以追蹤各項設備使用狀況，確
認是否符合教學需求。

� 評分標準B2：適時更新各種教學資源，軟硬體設備之更新均採計，
應說明更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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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3-如果你是評核委員….
項目 狀況1 狀況2

指標
填報內容

1. 教學資源豐富，提供各職類人員
使用，並建立管理辦法。

2. 撥付2,000,000元列為104年度教
學研究經費。

3. 每年度各職類編列基本需求概算，
包含教學硬體及軟體設備之購買。

1. 教學資源豐富完整，多元空間、
設備與軟體，設有各項使用管理
辦法，並定期檢討訓練運用狀況，
確實能符合教學需求。 (附件1)

2. 各職類每年檢討教學計畫，增購
或更新所需之教學資料，並定期
盤點教學設備。(附件2)

Hit the point

(到C標準了?) X O



指標4-針對計畫執行，進行檢討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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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未符合C標準。
C：有 ，並可針對缺失 確實可行之

。
B：
1. 能引導 之機制。
2.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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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醫院應依據實際執行訓練之職類分為醫學教育(西醫)及醫
事教育(A、B、C組)四大組，每組至少有1例相互學習及
支援之事實，惟不可只有支援教學之例子。

104年度-僅修正文字敘述



指標4-填報看過來
� 評分標準C

1. 多元為2種以上方法（包含外部及內部），如：教學醫院評鑑意見
、醫院問卷調查、座談會等。

2. 本指標係期望醫院主動進行全院性院內檢討，故應呈現至少1項院
內檢討計畫之方法，並至少有一個職類提出改善計畫。

� 評分標準B ：針對執行缺失提出改善措施，且能引導各醫事類別有查
核（Check）及執行（Act）之機制

� 評分標準A 
1. 提出各職類在訓練課程或計畫評估的橫向溝通學習與相互支援的

情形
2. 各類別訓練計畫相互學習，宜有教學計畫、提升教學成效、特色
之分享等，不能僅協助相關課程進行。



指標4-如果你是評核委員….
項目 狀況1 狀況2

指標
填報內容

利用各職類教學訓練計畫座談會，經
由教師及受訓人員對計畫提供意見、
缺失。

1. 運用多種管道，包括教學會議、
滿意度調查、受訓學員訪談、教
學醫院評鑑/教補成效指標建議
回饋等內外部來源，收集計畫意
見，並針對問題提出改善。(附件
1)

2. 針對缺失以PDCA管控機制處理
各職類改善措施，且評核改善措
施結果有記錄可查。(附件2)

Hit the point

(到C標準了?) X O



指標5-教師教學成效評估與改善，並回
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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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未符合C標準。
C：訂有 ，且 。
B：
1.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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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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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無調整



指標5-填報看過來
� 應有多元方法評估教師教學成效，如學員測驗成績之表現，學
員對教師教學意見調查，資深教師及主管對教師教學之觀察等。

� 評估教師教學之辦法，其評估對象應包含各職類醫事人員之教
師。

� 上傳之佐證資料應有教師教學成效評估辦法或機制。
� 針對沒有實際不適任教師之情形，請於填報內容敘述說明或提
供實際資料即可。

� 評分標準A：具體呈現所用之評估方法，有進行相關統計分析，
且有PDCA的改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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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5-如果你是評核委員….
項目 狀況1 狀況2

指標
填報內容

1. 訂有「教師考核辦法」，進行教
師考核與優良教師選拔。(附件1-
教師考核辦法)

2. 針對教師教學的困難有進行原因
分析、檢討、輔導，協助教師改
善。(附件2-醫事檢驗臨床教師輔
導機制)

訂有各類醫事人員教師多元教學成效
評估辦法，包括：學員測驗成績之表
現、學員對教師教學意見調查、資深
教師及主管對教師教學之觀察等，且
有回饋機制供受評教師參考。(附件
1-評估各類醫事人員教師教學之辦法
及結果、附件2-各類教師教學評估結
果分析)

Hit the point

(到C標準了?) X O



指標6-受訓人員學習成效評估與改善，並
回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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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未符合C標準。
C：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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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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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師應針對學習過程中的問題，適時 受訓人員完成訓練。
B：1. 有 供受訓人員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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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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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僅修正文字敘述



指標6-填報看過來
� 受訓人員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其評估對象應包含各職類醫事受
訓人員。

� 上傳之佐證資料應有受訓人員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 評分標準C：評估內容需含知識、技能及學習態度，且應為常
規性的評估。

� 針對沒有實際學習不佳之受訓人員之情形，請於填報內容敘述
說明或提供實際資料即可。

� 評分標準A：具體呈現所用之評估方法，有進行相關統計分析，
且有PDCA的改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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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6-如果你是評核委員….
項目 狀況1 狀況2

指標
填報內容

定期針對學員學習後知識、技能與態
度等進行學習成效評估，且學員知道
評估結果與接受回饋。並利用多種評
量項目，了解學員學習成果。(附件
1-護理受訓人員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附件2-護理受訓人員學習成效評估結
果分析)

1. 針對實際收訓職類學員，依據各
階段學習安排共通性與專業性評
估，且以多元評估方式確保學員
學習知識、態度與技能學習成效。
(附件1-受訓人員學習成效評估機
制及評估結果分析)

2. 以多元管道進行雙向回饋，針對
不適任臨床服務受訓人員皆有完
整檢討與輔導機制。(附件2-各職
類受訓人員輔導機制)

Hit the point

(到C標準了?) X O



指標7-多元化的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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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未符合C標準。
C：
1.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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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安排，且提出 。
3. 鼓勵所有職類受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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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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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無調整



指標7-填報看過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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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評分標準C1：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課程強調院方是否依當
年度實際收訓職類，皆有安排相關課程。若實際收訓職類之受
訓人員未參與課程，則需說明其課程安排原則。

� 評分標準C2：強調院方之功能與角色，協助院內規劃進行跨領
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

� 跨領域合作訓練課程著重病人個案及團隊合作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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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7-如果你是評核委員….
項目 狀況1 狀況2

指標
填報內容

依據醫院規模、特色，組成多
個跨領域團隊，包含病理討論
會、病人安全、復健科個案聯
合討論會、居家個案暨出院準
備個案討論會等，並落實執行
（附件1-跨團隊照護會議簽到
單）。

1. 本院跨領域團隊共計8個團隊，各團隊
均有定期討論、定期訪視病人且有紀錄，
如全人醫療聯合照護會議、案例討論會、
共同照顧、出院準備服務、團隊治療、
安寧療護、病人安全等(附件1-跨領域
團隊合作照護執行成果)

2. 醫院協助各職類整合建立跨領域團隊合
作照護，且教學副院長及教學中心主任
定期至各團隊進行指導。

3. 教師帶領學員參加當天課程討論，採循
序漸進教學並由學員負責報告(附件2)

Hit the point

(到C標準了?) X O



指標8-與醫療院所建立實質教學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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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未符合C標準。
C：
1. 醫院考量其規模、功能、特性及限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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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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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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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無調整



指標8-填報看過來
� 「醫療院所」不限指教學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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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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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指標至少需一職類醫事人員有呈現相關資料。

� 限與本計畫相關之聯合訓練計畫。包含外送受訓人員至他院訓練或
代為訓練他院受訓人員。

� 本指標著重院方是否能協助院際合作聯合訓練計畫之安排。
� 尚未執行聯合訓練者，亦可有相關文件證明已有明確規劃時程及委
託代訓機構。

� 與合作機構溝通良好，意指需有實際訓練計畫執行。
� 和合作機構之院際溝通協調方式不限，可用e-mail、會議等方式，
但應有相關資料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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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8-如果你是評核委員….
項目 狀況1 狀況2

指標
填報內容

1. 與多家醫院訂定實習學生「聯合
訓練計畫」，且進行會前會後檢
討，有相關資料佐證。

2. 代為訓練xx護理之家多位醫事人
員。(附件)

醫院協助各職類執行跨院聯合訓練計
畫，包含修正跨院訓練計畫(內容含
括目標、課程內容、時間及方式、評
核標準及頻率、聯絡窗口、溝通方式
與檢討會議等項目)，並落實執行聯
合訓練，皆有紀錄可查(附件1-聯合
訓練計畫、執行紀錄)

Hit the point

(到C標準了?) X O



改善指標
� 本年度教學指標相較於前一年度之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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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8項：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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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改善幾項可得幾分
滿分9分



改善指標-填報看過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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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一年度相較之改善事實」。

� 此指標為103與104年度改善情形之比較，若醫院未填報103年度
教學成效指標相關內容，將不納入改善指標評核。

� 各項指標只需呈現進步狀況，不強調所有職類皆須有改善事實
� 指標5、指標6之改善指標個別注意事項分述如下：

1. 佐證資料需呈現實際案例，而非僅呈現空白評估表單。
2. 改善之認定，以PDCA執行為準，非以統計數據為認定標準。



改善指標-填報看過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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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研發等，惟應有具體教學成效。

� 需與本計畫相關、結合醫院特色及所在地區特性，且能提升教學
功能之事，並非填報醫院特色。

� 針對教學技能進行更深入之改善，以提升教學功能亦可。
� 若有特色計畫進行中，雖尚無法呈現具體成效，仍可屬之。
� 若醫院填報內容屬於指標1至指標8之範疇，但屬於教學創新等作
為，仍可屬之。



質性、改善指標填報注意事項
� 執行概況欄位：依各指標填寫醫院執行概況，字數限
制1500字

� 上傳佐證檔案：每指標3個檔案(檔案大小皆不得超過
2048kb)為限，請以最能代表該指標內容的檔案為主
，並注意檔案說明處標示必傳之檔案檔名格式如下：

指標6-OOOOO例如：指標6-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 自評：依照各指標評分基準自評各項指標分數
� 請務必確認上傳系統之佐證資料，並於上傳後再次於
系統檢視無誤



105年質性指標異動
★監測時間：104年10月至105年9月

預告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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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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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未符合C標準。
C：
1. 依醫院功能、規模及特性明訂 ，有計畫地培育師資。
2. 有計畫地提供或安排院內教師相關

。參與課程可為醫院自行舉辦或是到院外參加。
B：
1. 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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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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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原B2基準調整至C3 調整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