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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二年期醫事人員課程指引」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一、    共通性審查原則共識如下，各職類審查注意事項詳見p2-28 

項目 計畫共通性審查原則 

訓練內容 1. 訓練內容明確符合『新版二年期訓練課程指引』之要求。 
2. 訓練內容宜有機構特色，且具體可行，不建議完全抄襲『新版二年期訓練課程指引』內容 。 

訓練時間 1. 訓練時間明確符合『新版二年期訓練課程指引』基本規範。 
2. 訓練時間能配合各訓練內容具體規劃，且安排適宜。 

訓練方式 1. 訓練方式能依各訓練內容之不同加以調整設計，且具體可行。 
2. 訓練方式多元化且涵蓋實務運作 。 

評核標準 1. 評核方式能依各訓練內容之不同加以調整設計，且評量標準客觀 。 
2. 具體說明訓練結束後之評量方式及頻率。 

聯合訓練機制 未能提供完整訓練課程之醫院，則需實行聯合訓練機制，且應呈現訓練課程、對口單位及聯絡人，並上傳外派機構同意之相關文件。 

跨領域團隊 
合作照護 

1. 課程設計需以「臨床病人照護為出發點」。 
2. 具體說明照護內容，且適當可行。 
3. 能依不同訓練內容加以調整設計訓練方式，且具體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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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藥師 
� 醫院送件-系統檢核條件： 
檢核條件 1：需完成核心課程階段 
檢核條件 2：需完成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核心課程階段 
（基本藥事作
業訓練） 

調劑作業 
臨床藥事服務 
藥品諮詢 
藥品管理 

1. 調劑作業、藥品管理、藥品諮詢與臨床藥事服務在藥事作業中不可
切割，故基本藥事作業訓練是一整合式的訓練。 
2. 訓練內容、訓練時間、訓練方式及評核標準需符合「二年期藥師訓
練課程指引」。 
3. 需包含 Inpatient 及 Outpatient 之藥事作業訓練。 
4. 需有 2種以上的評核機制。 

專業課程階段 
1. 非必要項目。 
2. 如提出，則需有完整之訓練內容、訓練時間、訓練方式及評核標
準。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至少需提出 1項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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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事放射師(士) 
� 醫院送件-系統檢核條件： 
檢核條件 1 
需完成基礎課程階段 
檢核條件 2 
進用單位至少四擇一（放射線診斷部（科）、放射線治療部（科）、核子醫學部（科）、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像
等部（科）） 
檢核條件 2-1 
� 核心課程階段-進用單位：放射線診斷部（科）（A）課程內容(除必訓外，另至少 1個選訓）進用單位之必
訓項目需全部完成 

� 核心課程階段-進用單位：放射線診斷部（科）（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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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全部完成 

� 核心課程階段-進用單位：放射線診斷部（科）（A）課程內容(除必訓外，另至少 1個選訓）非進用單位放
射線治療部（科）（B）、核子醫學部（科）（C）、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像部(科)（D），需三擇一 

檢核條件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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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用單位之必
訓項目需全部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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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全部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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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醫學部（科）（C）、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像部(科)（D），需三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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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條件2-3 
� 核心課程階段-進用單位：核子醫學部（科）（C）課程內容(除必訓外，另至少 1個選訓）進用單位之必訓
項目需全部完成 

� 核心課程階段-進用單位：核子醫學部（科）（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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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全部完成 

� 核心課程階段-進用單位：核子醫學部（科）（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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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線治療部（科）（B）、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像部(科)（D），需三擇一 

檢核條件 2-4 
� 核心課程階段-進用單位：所屬部（科）醫事放射專業為期 23個月（D）課程內容需全部完成 
� 核心課程階段-進用單位：其他部（科）之放射線診斷部（科）（A）、放射線治療部（科）（B）、核子醫學
部（科）（C）、超音波訓練，需四擇一 

檢核條件 3 
需完成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基礎課程階段 依「二年期醫事放射師（士）訓練課程指引」之課程內容。 
核心課程階段- 
進用單位：放射線
診斷部(科)(A) 
課程內容 

(除必訓外，另至
少 1個選訓） 

A：放射線診斷部（科）  
1.一般診斷攝影 
(需完成 8個必訓) 1. 進用單位A之訓練課程時間為23個月，必訓項目 31個訓練 22

個月，選訓項目至少 1個訓練 1個月。 
2. 評核標準：使用至少 2種之多元方式。 A：放射線診斷部（科）  

2.特殊攝影或介入性診療攝影 
  (需完成 4個必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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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核心課程階段- 
進用單位：放射線
診斷部(科)(A) 
課程內容 

(除必訓外，另至
少 1個選訓） 

A：放射線診斷部（科）  
3.血管攝影 
  (需完成 1個必訓) 1. 進用單位A之訓練課程時間為23個月，必訓項目 31個訓練 22

個月，選訓項目至少 1個訓練 1個月。 
2. 評核標準：使用至少 2種之多元方式。 A：放射線診斷部（科）  

4.超音波造影 
  (需完成 3個必訓) 
A：放射線診斷部（科）  
5.電腦斷層造影 
  (需完成 6個必訓) 

1. 進用單位A之訓練課程時間為23個月，必訓項目 31個訓練 22
個月，選訓項目至少 1個訓練 1個月。 

2. 評核標準：使用至少 2種之多元方式。 

A：放射線診斷部（科）  
6.磁振造影 
  (需完成 6個必訓) 
A：放射線診斷部（科）  
7.放射醫學影像及儀器品保 
  (需完成 3個必訓) 

核心課程階段- 
非進用單位 
（B、C、D） 
課程內容 

B：放射線治療之訓練項目(課程) 
C：核子醫學之訓練項目(課程) 
D：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像之訓練
項目(課程) 

放射線治療(B)、核子醫學(C)、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像(D)等單位之訓
練時間共 1個月，訓練項目至少 3個，含超音波 1個項目至少訓練2
週(不可為原放射線診斷部（科）「超音波造影」之訓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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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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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放射線治療部(科)   
1. 放射治療技術 
  (需完成 1個必訓) 

1. 進用單位 B之訓練課程時間為23個月，必訓項目 6個訓練 22個
月，選訓項目至少1個訓練 1個月。 

2. 評核標準：使用至少 2種之多元方式。 

B：放射線治療部(科)   
2. 模擬攝影或電腦斷層模擬攝影 
  (需完成 1個必訓) 
B：放射線治療部(科)   
3. 模具製作或鉛合金擋塊 
  (需完成 1個必訓) 
B：放射線治療部(科)   
4. 電腦治療計畫系統或劑量計算 
  (需完成 1個必訓) 
B：放射線治療部(科)   
5. 放射治療品保 
  (需完成 1個必訓) 
B：放射線治療部(科)   
6. 特殊放射治療技術 
  (需完成 1個必訓) 

核心課程階段- 
非進用單位 
（A、C、D） 
課程內容 

A：放射線診斷之訓練項目(課程) 
C：核子醫學之訓練項目(課程) 
D：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像之訓練
項目(課程) 

放射線診斷(A)、核子醫學(C)、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像(D)等單位之訓
練時間共 1個月，訓練項目至少 3個，含超音波 1個項目至少訓練2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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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核心課程階段- 
進用單位：核子醫
學部(科) (C) 
課程內容 

(除必訓外，另至
少 1個選訓） 

C：核子醫學部(科) 
1.核醫診斷造影技術、影像分析處
理與品保 
  (需完成 9個必訓) 

1. 進用單位 C 之訓練課程時間為 23 個月，必訓項目 11 個訓練 22
個月，選訓項目至少 1個訓練 1個月。 

2. 評核標準：使用至少 2種之多元方式。 

C：核子醫學部(科) 
2.核醫藥物與品保 
  (需完成 1個必訓) 
C：核子醫學部(科) 
3.體內分析檢查或放射免疫分析
技術與品保 
C：核子醫學部(科) 
4.數位影像儲傳系統 
  (需完成 1個必訓) 
C：核子醫學部(科) 
5.放射性核醫治療技術 
C：核子醫學部(科) 
6.特殊核醫診斷技術 

核心課程階段- 
非進用單位 
（A、B、D） 
課程內容 

A：放射線診斷之訓練項目(課程) 
B：放射線治療之訓練項目(課程) 
D：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像之訓練
項目(課程) 

放射線診斷(A)、放射線治療(B)、其他放射線或醫學影像(D)等單位之
訓練時間共 1 個月，訓練項目至少 3 個，含超音波 1 個項目至少訓
練 2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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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核心課程階段- 
進用單位：其他放
射線或醫學影像
等部(科) (D) 
課程內容 

D：所屬部(科)醫事放射專業為期
23個月 

1. 進用單位D之訓練課程時間為23個月。 
2. 評核標準需為多元化評核方式。 

核心課程階段- 
非進用單位 
（A、B、C） 
課程內容 

A：放射線診斷之訓練項目(課程) 
B：放射線治療之訓練項目(課程) 
C：核子醫學之訓練項目(課程) 

1. 放射線診斷(A)、放射線治療(B)、核子醫學(C)等單位之訓練時間
共 1 個月，訓練項目至少 3 個，含超音波 1 個項目至少訓練 2
週。 

2. 上述超音波訓練，如進用單位為超音波相關單位，則需至放射線
診斷部(科) 接受至少 1項「超音波造影」訓練項目。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1. 訓練內容：參加臨床個案之團隊合作照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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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訓練時間：每半年至少參加 1次跨領域臨床個案討論會。 
3. 訓練方式：參加照護個案討論會並瞭解討論個案之病況或各職類
之照護過程。 

4. 評核標準：參加照護個案討論內容紀錄或雙向回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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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醫事檢驗師(生) 
� 醫院送件-系統檢核條件： 
檢核條件 1：需完成核心課程階段 
檢核條件 2：需完成專業課程階段的進階醫學檢驗訓練課程 
檢核條件 3：特殊檢驗十一學門訓練至少須選一學門 
檢核條件 4：需完成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核心課程階段 

共通醫學檢驗訓練 
1. 訓練內容之「檢驗室安全規範」，須包含實際操作之執行方式說
明。 

2. 訓練內容之「基礎心肺復甦術及緊急應變措施」，除基礎心肺復
甦術之外，至少須包含1項與病人安全相關的緊急應變訓練課程。 

基礎臨床鏡檢學訓練 無。 

基礎臨床生化學訓練 無。 

基礎臨床血液學訓練 訓練內容之「血液抹片製作與染色血液抹片之判讀（含正常與各類病
變）」，若未加入「含正常與各類病變」，審查時不須退件。 

基礎臨床生理學訓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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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專業課程階段 
(特殊檢驗十一學
門訓練：醫院視需
求自行安排訓練時
間，但至少須選擇
右列十一學門中之
一學門進行訓練） 

進階醫學檢驗訓練課程 
需針對跨領域互動、檢驗諮詢及實驗室管理等目標，提出個案分析、
處理與討論之訓練內容，且個案內容須有別於後續所選擇之「特殊檢
驗」學門之訓練內容。 

特殊檢驗－臨床鏡檢學訓練 無。 
特殊檢驗－臨床生化原理與儀器
訓練 無。 

特殊檢驗－臨床血液學訓練    無。 
特殊檢驗－臨床生理學訓練       無。 
特殊檢驗－血庫學訓練          無。 
特殊檢驗－臨床細菌學訓練     無。 
特殊檢驗－臨床免疫血清學訓練 無。 
特殊檢驗－臨床黴菌或分枝桿菌
學訓練 無。 

特殊檢驗－臨床分子學訓練   無。 
特殊檢驗－細胞學訓練          無。 
特殊檢驗－臨床病毒學訓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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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須有訓練內容、訓練方式及評核標準等內容，且其中評核標準須有方
式及頻率。 

 
其他意見或建議： 
特殊檢驗十一學門訓練不須全部涵蓋於計畫中，可針對醫院實際之需求選擇必要制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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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護理師(士) 
� 醫院送件-系統檢核條件： 
檢核條件 1：需完成各訓練項目內容 
檢核條件 2：需完成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基礎課
程階段 到職訓練課程 

1. 訓練內容：至少涵蓋「二年期護理師（士）訓練課程指引」之內
容。 

2. 訓練時間：不能少於 5 天（需於訓練方式特別註明「到職一個月
內完成」）。 

3. 訓練方式：醫院可自訂，至少使用 2種以上之多元方式。 
4. 評核標準：醫院可自訂，惟需使用 2種以上之多元方式。 

基礎課
程階段 新進人員訓練課程內容 

1. 訓練內容：依「二年期護理師（士）訓練課程指引」，惟人文素
養之員工權益方面課程，可於到職 5天內完成，不需修訂。 

2. 訓練時間：符合「二年期護理師（士）訓練課程指引」基本規範。 
3. 訓練方式：醫院可自訂，至少使用 2種以上之多元方式。 
4. 評核標準：醫院應寫出至少 2種以上之多元具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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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核心課
程階段 第 1 年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訓練 

1. 訓練內容：依「二年期護理師（士）訓練課程指引」。 
2. 訓練時間：需符合「二年期護理師（士）訓練課程指引」基本規
範。 

3. 訓練方式：醫院可自訂，至少使用 2種以上之多元方式。 
4. 評核標準：醫院應寫出至少 2種以上之多元具體方式。 

專業課
程階段 第 2 年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訓練 

1. 訓練內容：依「二年期護理師（士）訓練課程指引」。 
2. 訓練時間：需符合「二年期護理師（士）訓練課程指引」基本規
範。 

3. 訓練方式：醫院可自訂，至少使用 2種以上之多元方式。 
1. 評核標準：醫院應寫出至少 2種以上之多元具體方式。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1. 訓練內容：應具體寫出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之具體內容。 
2. 訓練時間：可呈現頻率或總訓練時數。 
3. 訓練方式：可為觀摩、參與討論會、與教師（preceptor）回饋討
論。 

4. 評核標準：討論回饋或出席記錄（1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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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呼吸治療師 
� 醫院送件-系統檢核條件： 
檢核條件 1：需完成各訓練項目內容 
檢核條件 2：需完成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基礎課
程階段 基礎專業技能 

1. 訓練時間： 
(1) 「新進人員到職訓練」不計時數。 
(2) 「第一年初階呼吸治療師臨床基礎專業技能訓練」之 4項基本
專業技能訓練內容，訓練時間合計至少 10 小時。 

2. 訓練方式：至少 2種以上。 
3. 評核標準：至少 2種以上。 

基礎課
程階段 人文素養課程 

1. 訓練內容：「人文素養課程」項下 4 項訓練內容，應規劃安排至
少 2項。 

2. 訓練時間：第一年至少 12小時，第二年至少 6小時（須於訓練
方式特別註明） 

3. 訓練方式：可參與教學醫院或專業團體如學會、公會、醫策會開
設之相關訓練課程（含 E-learning）。 

4. 評核標準：相關出席證明或教學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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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核心課
程階段 進階專業技能 

1. 訓練內容：應至少包含 1項小兒相關訓練內容。 
2. 評核標準：應呈現至少 3種以上，其中需包含個案報告。 

專業課
程階段 重症技能 

1. 需包含小兒、重症、呼吸功能改善等訓練內容，訓練時間合計至
少 10 小時。 

2. 需呈現「二年期呼吸治療師訓練課程指引」之 6項重症技能訓練
內容，惟「常見各急重症加護單位之疾病與呼吸治療之應用」之
A～F擇 1 項訓練即可。 

3. 訓練方式：應呈現臨床實作內容，且小兒、重症至少各 16小時。 
4. 評核標準：應呈現至少 3種以上，其中需包含文獻實證專題報告。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1. 課程設計需以「臨床病人照護為出發點」。 
2. 具體說明照護內容，且適當可行。 
3. 能依不同訓練內容加以調整設計訓練方式，且具體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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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營養師 
� 醫院送件-系統檢核條件： 
檢核條件 1：需完成基礎課程階段與核心課程階段 
檢核條件 2：需完成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基礎課
程階段 

基本訓練課程 
1. 透過網路學習或自行閱讀，一定要有至少 300 字心得報告。 
2. 實體課程之評核標準依「二年期營養師訓練課程指引」之標準，
至少任 1 種即可。 

到職訓練課程 呈現「二年期營養師訓練課程指引」所述之評核標準 1或 2即可。 

核心課
程階段 

病人膳食供應與管理 
1. 「二年期營養師訓練課程指引」所述之評核標準為參考建議，各
院可依各訓練課程內容選擇 1 項評量方法。 

2. 訓練時間建議以「週」或「小時」規劃呈現（每週以 40 小時計算）。 

臨床營養治療與支持 1. 呈現「二年期營養師訓練課程指引」所述之評核標準1或 2即可。 
2. 團體營養衛教應說明至少 1種成效指標。 

社區營養宣導 無。 
專業課
程階段 
（選訓） 

長期營養照護 本課程內容為選訓，醫院可視受訓人員規劃於兩年內完成或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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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1. 課程設計需以「臨床病人照護為出發點」。 
2. 具體說明照護內容，且適當可行。 
3. 能依不同訓練內容加以調整設計訓練方式，且具體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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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助產師(士) 
� 醫院送件-系統檢核條件： 
檢核條件 1：需完成各訓練項目內容 
檢核條件 2：需完成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基礎課
程階段 到職訓練課程 無。 

基礎課
程階段 新進助產人員訓練課程（3個月） 無。 

核心課
程階段 

新進助產人員第一年臨床專業能力訓練課
程（9個月） 

「妊娠期婦女及其家庭照護核心訓練課程」可呈現與開業助產所之聯
合訓練機制。 

專業課
程階段 

新進助產人員第二年臨床專業能力訓練課
程 

「待產及生產期婦女及其家庭照護核心訓練課程」可呈現與開業助產
所之聯合訓練機制。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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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職能治療師(生) 
� 醫院送件-系統檢核條件： 
檢核條件 1：需完成基礎課程階段與核心課程階段之專業素養 
檢核條件 2：核心課程階段之專業實務訓練，由生理、兒童、心理及社區職能治療等四項中，至少選擇三項訓練 
檢核條件 3：需完成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基礎課程階段 
1. 訓練時間：列出 40 小時的課程名稱及時數，符合 2年 40 小時課
程即可。 

2. 訓練方式：以上課為主。 
3. 評核標準：在職教育學分、時數證明、書面報告等評核方式皆可。 

核心課程階段
（專業實務訓
練：由生理、兒
童、心理及社區
職能治療等四項 
中，至少選擇三
項訓練） 

專業素養 

1. 訓練時間：4 項專業素養在二年內的專業實務訓練課程內完成，
不要求明訂 4 項訓練時間。 

2. 訓練方式：實務工作中給予指導、討論與回饋。 
3. 評核標準：前後測、學習護照、多元評量至少 2種以上評量方式，
如：DOSE、Mini-CEX等，且要註明評量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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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核心課程階段
（專業實務訓
練：由生理、兒
童、心理及社區
職能治療等四項 
中，至少選擇三
項訓練） 

專業實務訓練 1.生理 

1. 訓練內容：含生理評估工具、服務對象(不同診斷別)、治療模式（如
副木、輔具、床邊照護、日常生活功能訓練等）依醫院資源安排。 

2. 訓練時間：若為主要訓練項目，安排時間至少為一年半，若為選
修項目至少安排 40 小時。 

3. 評核標準：前後測、學習護照，須有至少 2種以上多元評量方式，
如：DOSE、Mini-CEX等，並註明評量頻率。 

4. 可參考「二年期職能治療師（生）訓練課程指引」之「生理」課
程內容。 

專業實務訓練 2.兒童 

1. 訓練內容：含兒童評估工具、服務對象(不同診斷別)、治療模式（如
個別或團體治療、職能表現領域訓練、職能要素訓練、感覺統合
訓練等）依醫院資源安排。 

2. 訓練時間：若為主要訓練項目，安排時間至少為一年半，若為選
修項目至少安排 40 小時。 

3. 評核標準：前後測、學習護照，須有至少 2種以上多元評量方式，
如：DOSE、Mini CEX等，並註明評量頻率。 

4. 可參考「二年期職能治療師（生）訓練課程指引」之「兒童」課
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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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核心課程階段
（專業實務訓
練：由生理、兒
童、心理及社區
職能治療等四項 
中，至少選擇三
項訓練） 

專業實務訓練 3.心理 

1. 訓練內容：含心理評估工具、服務對象(不同診斷別)、治療模式（如
急性期、復健期、日間照護、出院準備、轉銜服務、職業重建、
門診或會診等）依醫院資源安排。 

2. 訓練時間：若為主要訓練項目，安排時間至少為一年半，若為選
修項目至少安排 40 小時。 

3. 評核標準：前後測、學習護照，須有至少 2種以上多元評量方式，
如：DOSE、Mini CEX等，並註明評量頻率。 

4. 可參考「二年期職能治療師（生）訓練課程指引」之「心理」課
程內容。 

專業實務訓練 4.社區 

1. 訓練內容：例如長期照護、早期療育、學校系統、社區復健、社
福機構、勞政體系、基層診所等。上述領域至少選擇 1 項訓練。
計畫並須述明所選擇的領域名稱、訓練目的、訓練場所等。 

2. 訓練時間：本項為選修項目，若選此項至少安排40 小時。 
3. 評核標準：學習護照，評量方式及頻率。 
4. 社區實習單位大多不屬於教學醫院，無須限制在教學醫院。 
5. 社區實習單位若無職能治療師，請醫院之臨床教師親自帶領。 
6. 可參考「二年期職能治療師（生）訓練課程指引」之「社區職能
治療」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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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1. 訓練內容：例如團隊會議、個案討論會，聯合照護訓練等。 
2. 訓練時間：列出參加項目及頻率。 
3. 評核標準：學習護照、雙向回饋、書面報告等。 

 
其他意見或建議： 
1. 醫院若無選擇「社區職能治療」，建議醫院在「生理職能治療」、「兒童職能治療」或「心理職能治療」內延伸社區
方案之學習，但不限 40 小時之規範。 

2. 訓練時間總長度需達 24 個月（2年）。 
3. 社區實習單位的資源較不易安排，且部份僅為社區方案並無固定之機構，可由醫院之臨床教師帶領完成即可。如復健
科或精神科之出院準備服務、居家訪視、居家治療等項之訓練。 

4. 職能治療研究能力依醫院特色撰寫相關研究培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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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物理治療師(生) 
� 醫院送件-系統檢核條件： 
檢核條件 1：需完成各訓練項目內容 
檢核條件 2：需完成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基礎課程階段  無。 

核心課程階段 

實務訓練（肌肉骨骼系統） 訓練方式多元化且涵蓋實務運作。 

實務訓練（神經肌肉系統） 訓練方式多元化且涵蓋實務運作。 
實務訓練（除復健病房外其他病房
病人之床邊照護或門診心臟復健/
或肺部復健病人之評估與治療） 

1. 訓練方式多元化且涵蓋實務運作。 
2. 具體說明各項訓練內容之實際訓練時間。 

核心課程階段 
實務訓練（住院或門診兒科疾病病
人/或老人/或社區/或長照病人之評
估與治療） 

1. 訓練方式多元化且涵蓋實務運作。 
2. 具體說明各項訓練內容之實際訓練時間。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訓練內容：以臨床照護服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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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臨床心理師 
� 醫院送件-系統檢核條件： 
檢核條件 1：需完成核心課程階段 
檢核條件 2：專業課程階段第一至九項選訓學門至少選三項 
檢核條件 3：需完成專業課程階段第十項臨床倫理法規學門 
檢核條件 4：需完成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核心課程階段 

兒童青少年臨床心理學門 

1. 依「二年期臨床心理師訓練課程指引」內容之規定為依據。 
2. 必訓內容：兒童青少年、成人、老年學門以發展概念設計課程
內容即可，不需以科別為限。 

3. 評核標準之定期且連續之具體評核方法，建議至少應包括 2 種
方式，每 1 種方式至少執行 2次。 

成人臨床心理學門 同「兒童青少年臨床心理學門」評量標準。 

老年臨床心理學門 同「兒童青少年臨床心理學門」評量標準。 

臨床倫理法規學門 依「二年期臨床心理訓練課程指引」內容之規定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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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專業課程階段 
-第 1-9項學門
（至少擇三項
為訓練學門）、
第 10項為必訓

學門 

災難臨床心理學門 
1. 依「二年期臨床心理訓練課程指引」內容之規定為依據。 
2. 評核標準之定期且連續之具體評核方式至少應包括 2 種方式，
每種方式至少執行 2次。 

憂鬱及自殺防治學門 同「災難臨床心理學門」評量標準。 
成癮行為臨床心理學門 同「災難臨床心理學門」評量標準。 
社區臨床心理學門 同「災難臨床心理學門」評量標準。 
臨床健康心理學門 同「災難臨床心理學門」評量標準。 
復健臨床心理學門 同「災難臨床心理學門」評量標準。 
臨床神經心理學門 同「災難臨床心理學門」評量標準。 
司法臨床心理學門 同「災難臨床心理學門」評量標準。 
其他具醫院發展特色之臨床心理學門 同「災難臨床心理學門」評量標準。 
臨床倫理法規學門 依「二年期臨床心理訓練課程指引」內容之規定為依據。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毋須對應所有學門，至少參加 1 類訓練學門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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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諮商心理師 
� 醫院送件-系統檢核條件： 
檢核條件 1：需完成核心課程階段 
檢核條件 2：專業課程階段八項選訓課程，至少選擇三項訓練 
檢核條件 3：需完成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核心課程階段 

心理評估、心理測驗、心理衡鑑 1. 臨床個案工作需 10 小時。 
2. 專業督導需 2小時。 

個別諮商與心理治療 
1. 臨床個案工作 240 小時。 
2. 專業督導 48小時。 
3. 個案研討 2小時。 

團體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1. 臨床個案工作 18小時。 
2. 專業督導 4小時。 

社區心理衛生推廣 1. 臨床個案工作 10 小時。 
2. 專業督導 2小時。 

臨床倫理法規 1. 個案研討 8小時。 
2. 繼續教育課程或文獻研讀共 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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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專業課程階段 
（八項選訓課
程，至少選擇三
項訓練） 

兒童、青少年諮商與心理治療 
1. 繼續教育課程或文獻研讀共 4小時。 
2. 臨床個案工作 20 小時。 
3. 專業督導 4小時。 

伴侶、或家庭諮商與心理治療 
1. 繼續教育課程或文獻研讀共 4小時。 
2. 臨床個案工作 20 小時。 
3. 專業督導 4小時。 

創傷與悲傷諮商 
1. 繼續教育課程或文獻研讀共 4小時。 
2. 臨床個案工作 20 小時。 
3. 專業督導 4小時。 

自殺、危機狀況之評估與處遇 
1. 繼續教育課程或文獻研讀共 4小時。 
2. 臨床個案工作 20 小時。 
3. 專業督導 4小時。 

醫療場域之常見疾病適應議題 
1. 繼續教育課程或文獻研讀共 4小時。 
2. 臨床個案工作 20 小時。 
3. 專業督導 4小時。 

精神疾患之諮商與心理治療 
1. 繼續教育課程或文獻研讀共 4小時。 
2. 臨床個案工作 20 小時。 
3. 專業督導 4小時。 

醫護場域員工之壓力調適與自我照
顧 

1. 繼續教育課程或文獻研讀共 4小時。 
2. 臨床個案工作 20 小時。 
3. 專業督導 4小時。 

其他具醫院發展特色之諮商心理學
門 

1. 繼續教育課程或文獻研讀共 4小時。 
2. 臨床個案工作 20 小時。 
3. 專業督導 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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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1. 臨床個案工作 6小時。 

2. 專業督導 2小時。 
 
其他意見或建議： 
1. 核心課程階段與專業課程階段之各項時數要求，均應分開計算，不得併計。 
2. 核心課程階段與專業課程階段並無先後之分，於兩年訓練期間規劃執行完成即可。 
3. 各項課程評核標準皆為低標，各醫院可自行規劃出具有特色之訓練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