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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醫事教育改革規劃與推動計畫 

子計劃三:物理治療教育改革機制及準則之探討 

物理治療臨床教育研討會議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協辦單位:華夏科技大學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樓1313會議室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日期：中華民國105年9月24日(星期六) 

時間：中午12:00~下午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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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物理治療臨床教育研討會議紀錄 

 

一、報告事項 

1.105 年度各校及實習單位平台資料，依調查結果更新內容並公布於臺灣物理治療

學會網頁。 

2.各校多元臨床實習單位遴選標準(除衛福部教學醫院評鑑合格單位外)，包括硬體

與師資，如輔具中心，長照機構、診所等，調查結果如附件一。 

3.各校提供實習目標與臨床學習規劃的期待說明，如附件二。建議各校先與實習單

位溝通學校端對於臨床實習規劃的期待，並盡可能書載於各校與臨床單位簽訂的

實習契約中。 

補充說明: 本年度台大及陽明兩校開始招收 6年制物理治療學制學生，請兩校說明

實習目標與臨床學習規劃的期待。 

陽明--參考附件二。4 年制轉銜 6 年制，希望培育學生教學及多元能力，透過

延長在學時間，幫助學生畢業後能具備面對多元職場挑戰的能力。 

實習規畫改制為:基礎實習+進階實習(詳細目標及時習內容將持續與臨床單位

溝通) 

台大—6年制學生實習場域將包含初級照護、次級照護並延伸至安寧療護，培

養學生全人照護的能力，強調專業行為及專業倫理的型塑。 

二、討論議題 

1. 物理治療師執行業務場域日廣，各校希望提供學生多元臨床實習單位選擇，

除衛福部教學醫院評鑑合格單位外，其他多元臨床實習單位是否建立統一遴

選標準。 

討論意見: 

(1) 現行各校遴選標準參考附件一。 

(2) 建議各校發展多元臨床實習項目時，應多與臨床實習單位溝通，可以透

過教師實地訪查交換意見、邀請臨床單位到校溝通、初期只先安排少量

實習學生等方式，逐步發展新興臨床實習場域。 

決議: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根據本次各校提供的資料(附件)，邀請專家討論訂定

臨床實習單位基本遴選標準，提供學校單位參考。 

 

2. 請確認 106學年物理治療臨床實習時程表。 

說明: 現況依 103 年臨床教育討論會議共識，及 104年調查更新，如時程表備

註處，但實際實施進度仍依醫院端行政作業之考量進行，學校端希望採申請制

遴選的實習單位能確認公告錄取名單及錄取學生繳交同意書的日期。 

討論意見: 

(1) 臨床實習單位同意確認實習名單的時程能夠盡量提早，減少臨床實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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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學生選擇的不確定性。 

(2) 請學校端盡量輔導學生，每個單位都有值得學習的經驗，申請時必須有

所取捨，實習單位公布錄取名單後，錄取學生勿再要求修改申請選項，

以免造成臨床單位作業困擾。 

決議:修正 105年度臨床實習時程如附件 3。臨床實習教育討論平台提供各學校

及臨床實習單位溝通討論平台，希望各校及臨床單位能切實依討論決議

進行臨床實習規劃，以避免造成困擾。 

 

3. 醫院端希望學校能提供臨床實習指導教師聘書。 

說明: 目前依各校聘書發給規定請臨床實習單位提供人員名單及相關資格審

查文件，但有學校臨時修改發給辦法(人數)或流程，造成實習單位因應不及。 

討論意見: 

(1) 各校辦法不同，分別提供不同等級(校級、院級、系級)臨重教師聘書。 

(2) 校級或院級聘書必須依學校相關規定認證，並通過學校教評會審核，每

年每一實習單位可發給聘書的臨床教師依實習學生人數增減而變動，各

學系只能依規定辦理，發給聘書人數、或流程都無法事先掌控；相對而

言，系級聘書發給辦法及流程的彈性較大，比較沒有困擾。 

決議:請各校事先向實習單位說明，並於確認實習人數發送公文時，盡可能確

認聘書發給相關規定及流程。 

 

4.提請調查物理治療師在長期照顧單位執業狀況，以健全物理治療長期照顧實習。

 (輔英科技大學) 

決議:請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發函各學校協助調查校友就業狀況。 

 

5.老師評核學生之一致性及如何評核臨床教師(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決議:請臺灣物理治療學會規畫辦理相關課程，邀請臨床教師分享臨床評核的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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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除衛福部教學醫院評鑑合格單位外， 多元臨床實習單位遴選標準:包括硬體與師資，如

輔具中心，長照機構、診所等 (順序依回覆先後) 

1 臨床實習與評鑑委員會委員提議非教學醫院之單位機構的師資，建議比照:負責人

5年，臨床教師 3年;最好取得學會或全聯會之臨床教師認證等。 

 

2 成功大學 

目前北區輔具中心合作，標準為 

 

1.臨床師資資格：學士學歷及六年（含）以上臨床經驗之物理治療師，並已取

得物理治療師執照。 

2.實習單位除了本校學生外應至少收取 1 間其他大學物理治療學系之實習學

生，以及該單位之師生比應低於 1:2，且應有 3種以上之教學活動 

3 義守大學 

臨床實習單位資格規定: 

 

1.實習單位須可提供學生實習骨科、神經科、小兒或呼吸循環物理治療臨床經

驗之專科中任兩項。實習單位之人員編制、設備空間及教學能力須符合第

二至第五條所述。 

2.實習場所至少應有一位為主治物理治療師或臨床經驗五年(含)以上的物理治

療師。 

3.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認定之高級物理治療師或有臨床經驗三年(含)以上的

物理治療師，可以指導二名實習生。主治物理治療師或臨床經驗五年(含)以

上的物理治療師，可以指導三名實習生。初級物理治療師或臨床經驗三年

(含)以內的物理治療師，只可指導一至二名實習學生，總師生比不應超過

1：3。 

4.教學環境：至少需符合物理治療所設置標準，並應具有適當之臨床教學與討

論的空間，學生至少應有書寫病歷的空間，及取得的物理治療相關之圖書

和資訊的便利。 

5.教學活動：病例討論會每週應至少有一次，並應有其他定期之教學活動，如

期刊討論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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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仁德醫專 

依實習機構評估進行推薦，如表 

 

    復健科五專物理治療組實習機構評估表 

一、實習機構概況 

實習機構名

稱 

 

教學醫院 □是    □否 

實習內容 

□骨科物理治療     □呼吸循環物理治療 

□神經物理治療     □小兒物理治療 

□其他:                                 

教學活動 
□ Journal Meeting  □ Case Conference 

□ Book Reading     □ Topics 

□ Others                                       

實習指導老師資歷超過(含)3年以上之物理治療師:       人 

實習時間 每週      小時 住宿 □供宿   □自理 

輪    班 
□是          □否 

實習  小時，做   休   。  

配合簽約 □是     □否 

提供意外險 □是          □否 提供膳食 □是     □否 

二、實習機構評估（極佳：5、佳：4、可：3、不佳：2、極不佳：1） 

機構環境 □5    □4    □3      □2        □1 

機構安全性 □5    □4    □3      □2        □1 

機構專業性 □5    □4    □3      □2        □1 

體力負荷 (負荷適合）□5    □4    □3      □2        □1（負荷太重） 

培訓計畫 □5    □4    □3      □2        □1 

合作理念 □5    □4    □3      □2        □1 

評估總分           ___________分: 總分在 24分以上合格 

三、補充說明：  

四、評估結論 

□推薦實習             □不推薦實習 

本評估表自評估日起有效期限為__5___年 

評估老師:              主任: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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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陽明大學 

 

 實習單位遴選原則與標準 

一、實習機構之醫療理念、教育目標與本系之教育目標相配合。 

二、實習機構之行政主管與有關人員支持物理治療臨床教育。 

三、實習機構內有流暢之溝通管道。 

四、實習機構之物理治療部門能提供學生一個充滿挑戰性的學習環境，同時是政

府核准成立之機構，其物理治療部門有適當的醫療品質管制途徑與程序。 

五、實習機構物理治療病人對其服務品質滿意。 

六、實習機構能提供學生實習所需的各種設施。 

七、實習機構有足夠空間能提供實習學生讀書、討論與治療病人。 

八、臨床實習能滿足本系課程目標，也能與學生學習目標吻合。 

九、實習機構能提供實習學生多種學習經驗。 

十、實習機構物理治療人員需表現出專業標準之行為。 

十一、實習機構各成員之工作有明確區分。 

十二、實習機構有恰當的程序，提升物理治療人員水準。 

十三、實習機構物理治療人員願意熱誠參與專業團體之活動。 

十四、實習機構物理治療人員有足夠人力提供良好醫療服務與物理治療臨床教

育。 

十五、實習機構需有一名物理治療師負責所有臨床實習事務。 

十六、實習老師需具備特定資格。 

十七、實習老師需應用教育理論與技巧，以帶領學生。 

十八、實習機構物理治療人員願意將所學知識及特殊臨床技巧，與實習學生分

享。 

十九、實習機構對所有學生一視同仁。 

 

故本系選擇實習機構之具體標準為： 

1.專科分化：具有至少一種以上之專科物理治療 

2.教師師資：至少具臨床教學熱忱之物理治療師兩名以上，其中一名應具有三年

以上臨床或教學經驗。若物理治療師具一年經驗者，只可指導一名

學生（師生比 1：1）；若物理治療師具兩年以上經驗者可以指導二

至三名學生。總師生比應小於 1：2，不宜超過 1：3。 

3.教學環境：至少需符合物理治療所設置標準，並應具有適當之臨床教學與討論

的空間，希望學生至少應有書寫病歷的空間，及取得物理治療專業

相關之圖書和資訊的便利。 

4.教學活動：病歷討論會至少應每週一次，並應有其它定期之教學活動，如期刊

討論會或閱讀專業書籍討論會等。 

備註：(1)以上標準係基本要求，在正式選定為本系之實習醫院時，仍需由本系

教師進行實地訪察，並由負責老師提系務會議通過，始可定案。 

(2)以上標準係經 87.04.17 本系第四學年臨床實習相關事宜會議討論通過。 

  

 多元臨床實習單位之遴選標準 

 現階段仍比照本系之前述的基本要求，但在正式選定為本系之實習單位時，仍需

由本系教師進行實地訪察，並由負責老師或是實習單位提出實習計劃報告，經系

務會議通過，始可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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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輔英大學 

 

多元臨床實習單位遴選標準： 

1.輔具公司:  

(1).師資:從事輔具專業之物理治療師且年資超過 5年 

(2).硬體:(a)有實習工廠供學生實習 (b)有實體店面提供學生實習 

2.長照中心:  

(1)師資: 從事長照專業之物理治療師且年資超過 2年 

(2)硬體: 收案人數超過 20人以上，且有獨立空間可供物理治療之執行。 

3.物理治療所:  

(1) 師資:從事專業之物理治療師且年資超過 5年。 

(2) 硬體: 達法定物理治療所之規範。 

 

7 弘光科技大學 

 

多元臨床實習單位之遴選標準： 

1.臨床實習單位需須具備有特殊專業特色如輔具資源、長期照護或特殊徒手治療

臨床場域。 

2.可提供學生常規星期一至星期五之 40小時日間實習。 

3.負責指導實習學生之臨床實習單位臨床教師必須是通過物理治療師國家考試並

取得證書，有兩年(含)以上的臨床經驗，並以通過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認證之

臨床指導教師為優先。 

4.臨床實習單位臨床教師與實習學生比應低於 1：3。 

5.臨床實習單位可提供具體臨床教育目標，目標內容可與系所之臨床目標相符。 

6.臨床實習單位需提供實習學生相關教學活動與臨床教育活動，例如：讀書討論

會、病例討論會、期刊報告、專題報告製作、撰寫病歷、臨床治療技術教學、

與觀摩臨床老師治療病患及實務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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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104 學年度學生實習機構評估表 評估日期： 年  月    

一、實習工作概況 

實習機構名稱  層級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實習機構地址  電話  

實習負責人  職稱  分機  E-mail  

實習時間 

36週實習採用：□A    □B     □C  制    □D制   

夜間 
實習 

□否  
□是 (PM   :   -PM   :   ，採□固定排班 or □
機動支援) 

週 末
實習 

□否  
□ 是 ( 補 休 方
式：            ) 

膳宿 膳食 □供膳□自理(□員工餐廳優惠) 住宿 □供宿(金額：    元/月) □自理 

臨床教學活動

參考書目資料 
 

學生評量方式  

二、實習工作評估 

實習工作評估 分數 (每項工作評估 25分，總分 100分) 

1.臨床教師與
學生比例 

最高 25
分 

專任共有     人、兼任     人(至當年度 12月底為止) 

主治物理治療師，指工作資歷超過(含)4年者 專任 人 兼任 人 

高級物理治療師，指工作資歷為 2年(含)至 4 年者 專任 人 兼任 人 

初級物理治療師，指不滿 2年者指工作資歷 專任 人 兼任 人 

臨床教師，指具有學會認證 專任 人 兼任 人 

2.治療病患量 

最高 25
分 

學生每半天負責治療人數(負荷量)： 

骨科 人 神經 人 小兒 人 心肺 人 

床邊治療 人 輔具 人 
長期照
護 

人 
 燒 燙
傷 

人 

其他 人       

3.實習站別 

最高 25
分 

骨科      週 神經          週 小兒      週 心肺      週 

輔具      週 長期照護      週 運動醫學      週 燒燙傷    週 

床邊治療(□骨科□神經□心肺□小兒□其他    )      週 

其他:           週 

4.臨床教學計
畫 

最高 25
分 

 Book reading              次 (週/
梯) 

Journal meeting            次 (週/
梯) 

case presentation           次 (週/
梯) 

 Seminar or Topic           次 (週/
梯) 

考試                     次 (週/
梯) 

其他:                     次 (週/
梯) 

補充說明  

評估總分 
___________分 

三、評估結論： 

            □推薦實習       □不推薦實習 

                            評估教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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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台灣大學 

 

實習單位選擇標準 
 

1. 實習週數 36週，其中至少 24週須於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進行，其餘 12週可

於衛生署認可之醫學中心、區域教學醫院或地區教學醫院(實習內容應包含專科

分化:肌肉骨骼系統物理治療、神經系統物理治療、呼吸循環系統物理治療及兒

童物理治療)，或經本學系教學委員會審定通過之國內機構進行實習。如果外站

選擇非上述教學醫院者，需優先完成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之 24週實習。 

2. 臨床教師師資：至少具三年以上臨床或教學經驗之物理治療師一名。師生比

不超過 1:3。 

3. 教學環境：應具有適當之實習、治療、臨床教學與討論的空間，希望學生至

少應有書寫病歷或紀錄的空間，及取得物理治療專業相關之圖書和資訊的便利。 

4. 教學活動：個案或病例討論會至少每週應有一次，並應有其它定期之教學活

動如期刊討論會等。 

 

六年制課程多元實習單位遴選標準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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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實習目標與臨床學習規劃的期待 

陽明大學 

 一、實習目標 

四年制： 

在完成臨床實習後， 

1.能表現出恰當的專業行為與態度。 

2.能注意病人與自身安全。 

3.能表現出恰當的溝通技巧。 

4.能表現出恰當的評估技術。 

5.能整合所學有關知識，以設定恰當治療計畫。 

6.能表現出恰當的治療技術。 

7.能適時評估病人接受治療的效果，並據以改進治療計畫。 

8.能表現出管理行為，以適當利用時間、人力與物力。 

六年制： 

1.能達成前述四年制的臨床實習目標。 

2.能以實證性及全人化觀念進行物理治療。 

3.能將所學恰當的應用於醫療單位以外的場域。 

  

 二、臨床學習規劃的期待 

1.醫療單位能提供不同程度的臨床訓練模式規劃以提供進階實習的選擇性。 

2.實習時段的安排能更有彈性的選擇機會（如：二年期的預約制）。 

3.開發醫療單位以外的實習場域及合作單位。  

4.研擬實習單位與學校的建教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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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大學部四年制) 

 

一、臨床實習目標中之基礎臨床實習目標 

1. 基本臨床技能：查閱病歷並收集必要資料、撰寫正確及適當之物理治療記

錄。注意病人安全、適當因應臨床之緊急狀況等。 

2. 專業素養：能適度地控制自己的情緒、主動學習、認識專業價值的概念、維

持專業角色、維護病人的隱私權、解決問題的能力、處理壓力的能力、遵

守專業倫理的規範。 

3. 溝通技能：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介紹物理治療、具同理心、做有效的溝

通。 

4. 行政管理：遵循臨床及行政的政策與程序、時間管理的能力、解釋健保相關規

定的能力、注意物理治療環境安全規範等。 

 

二、臨床實習目標中之專業臨床實習目標 

1. 能熟悉物理治療相關之基礎與臨床醫學知識。 

2. 能對相關的臨床檢查結果所代表之意義有基本的認識與了解。 

3. 能獨立執行並完成常見的物理治療病患之物理治療評估。 

4. 能整合評估結果、列出病患之問題，過程中應具備與相關專業人員、病患及家

屬有效溝通之能力，訂定長、短程治療目標與計劃，並能評估療效。 

5. 能適當、安全、獨立操作物理治療基本儀器與設備。 

6. 依據病情及病患的家庭和社會支持系統，協助擬定有關的後續照護計劃。 

7. 能建立骨科、神經、心肺與小兒物理治療之基本臨床經驗。 

 

 

義守大學 

 

臨床實習目標(大學部四年制)與臨床學期規劃期待: 

(一) 基礎臨床實習目標 

1.具備基本臨床技巧，包括查閱病歷並收集必要的資料、撰寫正確及適當之

物理治療記錄、注意病人安全、適當因應臨床之緊急狀況、其他詳細之評

估、治療技術依各專科之要求等。 

2.熟悉專業特質，包括主動學習的態度、維持專業角色、維護病人的隱私權

等。 

3.學習溝通技巧，包括能適度控制自己的情緒、尊重自己和病患與家屬、經

由有效的溝通介紹自己與物理治療、建立和諧的醫病關係等。 

4.學習行政管理，包括遵循臨床及行政的政策與程序、適度因應臨床需求調

整工作步調、具時間管理的能力、能解釋健保相關規定等。 
 

(二) 專業臨床實習目標: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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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實習目標與臨床學習規劃期待： 

1.藉由實習單位豐富的臨床資源，培養學生以人為本、關懷生命的情操，成為具備

人文關懷的專業物理治療人才。 

2.透過「在工作中學習」，緊密結合理論與實務工作，使學生對於專業知識與治療技

術有更深一層的體認與演繹，進一步能夠在職場獨當一面。 

3.在實習工作中訓練學生溝通表達、待人處世、團隊合作、與臨場應變的能力與技

巧。 

4.訓練學生邏輯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培養實證職業的能力。 

5.增進學生運用電子資源、查找資料、製作專題、撰寫報告與病歷的能力。 

6.磨練學生在工作上、生活上的處世能力以提升競爭力、抗壓力與 EQ，畢業後容

易進入職場。 

 

 

長庚大學 

 

臨床實習目標 

每一位學生能夠： 

一、在每一個實習機構都表現出恰當專業行為與態度。 

二、注意病人與自身安全。 

三、在與病人、病人家屬，以及其他醫療工作人員溝通時，表現恰當寫作、語言、

與身體語言溝通技巧。 

四、表現出恰當評估技術，以評估肌肉骨骼、神經系統、心肺系統，以及其他身體

系統有障礙的病人。 

五、整合學校所學有關知識，以決定對上列病人恰當治療計畫。 

六、在治療上列病人時，表現恰當技術。 

七、評估上列病人接受治療的效果，決定如何改進治療計畫。 

八、表現出管理行為，以恰當利用時間、人力與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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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6學年物理治療臨床實習時程表民國 106 年 7月~107年 6月 

  日期 6週(A) 12週(B) 18週(C) 36週(D) 

1 7/10~7/14 

A1: 

7/10~8/18 

B1: 

7/10~9/29 

C1: 

7/10~11/10 

    

2 7/17~7/21   

3 7/24~7/28   

4 7/31~8/04   

5 8/07~8/11   

6 8/14~8/18   

7 8/21~8/25 

A2: 

8/21~9/29 

  

8 8/28~9/01   

9 9/04~9/08   

10 9/11~9/15   

11 9/18~9/22   

12 9/25~9/29 D1:7/10~3/30 

13 10/02~10/06 

A3: 

10/2~11/10 

B2: 

10/2~12/29 
(含搬家假 1週 D2:10/2~6/22 

14 10/09~10/13 
(含搬家假 1

週) 
&過年假 1週) 

(含搬家假 1

週 

15 10/16~10/20     &過年假 1週) 

16 10/23~10/27       

17 10/30~11/03       

18 11/06~11/10       

  11/13~11/17 搬家假   搬家假     

19 11/20~11/24 

A4: 

11/20~12/29 

        

20 11/27~12/01         

21 12/04~12/08   C2     

22 12/11~12/15   11/20~3/30     

23 12/18~12/22   
(含過年假 1

週) 
    

24 12/25~12/29         

25 1/01~1/05   B3:1/1~3/30       

26 1/08~1/12   
(含過年假 1

週) 
      

27 1/15~1/19 A5:         

28 1/22~1/26  1/1~2/09         

29 1/29~2/02           

30 2/05~2/09           

31 2/12~2/16           

  2/19~2/23 過年假 106年  除夕 02/15  初一 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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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26~3/02           

33 3/05~3/09 A6:       

34 3/12~3/16 2/12~3/30       

35 3/19~3/23         

36 3/26~3/30         

37 4/02~4/06     

  

  

  

  

  

  

  

  

  

  

  

  

  

  

  

  

  

  

  

  

  

  

  

  

38 4/09~4/13     

39 4/16~4/20 A7:   

40 4/23~4/27 4/2~5/11   

41 4/30~5/04     

42 5/07~5/11   B4: 

43 5/14~5/18   4/2~6/22 

44 5/21~5/25     

45 5/28~6/01 A8:    

46 6/04~6/08 5/14~6/22   

47 6/11~6/15     

48 6/18~6/22     

備註 

一. 採申請遴選制之實習單位於 

(1) 106年 3月 15公布申請實習學生正備取名單。 

(2) 錄取學生於 3月 20 日前回覆實習單位。 

(3) 106年 3月 31日公布申請實習學生確認名單。 

二.各校物理治療學系(科)於 106年 6月第二週，以電子郵件通知各臨床單位之臨床教學

負責老師 106學年實習名單，以利實習臨床單位及時進行相關實習作業，並後續以

正式行文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