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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二年期醫事放射職類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一、 訓練目標： 

  本計劃的目的係進行訓練與評核訓練醫事放射師執業前在接受二年完

整的臨床訓練，依醫事放射師專業範疇規劃各項訓練的時程、執行、評估

與考核，在臨床指導教師（PRECEPTOR）的指導下依計畫分階段訓練，以訓

練紮實的臨床專業技能，同時從專業技能訓練中，培育其人文素養及自我

的成長，以達全人照護的醫療目標。擬訂代訓計畫目的如下： 

（一） 培養具備醫事放射相關知識與技能之醫事放射師。 

（二） 了解各項攝影檢查、介入性診療作業及注射對比劑的安全作業流程。 

（三） 熟悉了解各類型檢查設備儀器的功能及應用技巧，以專業技能判斷、

提供個案檢查之需，評估、驗證自己專業的技術能力。 

（四） 熟練各項攝影檢查技術，正確適當的使用攝影參數及輔具等，以提高

影像品質，並合理降低受檢者的醫療輻射曝露劑量。 

（五） 藉由實際接觸不同的受檢者與家屬，從間接學習以建設性的態度對是

不同的個案，並訓練溝通應對的技巧，養成尊重病友隱私，以主動積

極、真心的專業精神服務每位受檢者。 

（六） 病人安全照護上需確實執行正確的病人辨識、杜絕錯誤的影像、預防

病人跌倒及具備急救的基本技能，並養成良好衛生習慣及感控教育，

避免被感染或造成交叉感染。 

二、 訓練對象： 

領有醫事人員證書四年內，符合衛生福利部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之放射師。 

三、 訓練期間:  

實務操作訓練依進用部科分三階段，訓練時間共二年。 

（一） 進用單位為放射診斷部(科)者： 

1. 第一階段為放射診斷部(科)為期二十三個月。 

2. 第二階段為放射治療部(科)為期一星期。 

3. 第三階段為核子醫學部(科)為期一星期。 

4. 超音波訓練(心臟超音波)為期二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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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用單位為放射治療部(科)者： 

1. 第一階段為放射治療部(科)為期二十三個月。 

2. 第二階段為放射診斷部(科)為期一星期。 

3. 第三階段為核子醫學部(科)為期一星期。 

4. 超音波訓練為期二星期。 

（三） 進用單位為核子醫學部(科)者： 

1. 第一階段為核子醫學部(科)為期二十三個月。 

2. 第二階段為放射診斷部(科)為期一星期。 

3. 第三階段為放射治療部(科)為期一星期。 

4. 超音波訓練為期二星期。 

四、 教學師資： 

臨床指導師資包括：教學計畫主持人及醫事放射臨床指導教師 

（一） 教學計畫主持人為負責訓練計畫之規劃、指導、監督與輔導者；具教

學醫院臨床教學經驗5年以上專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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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醫事放射臨床指導教師均具教學醫院3年以上專責醫事放射執業經驗

之專任醫事放射師之資格。 

五、 教學設備： 

（一） 教學教材設備 

教學教材包含放射線技術手冊及重大儀器操作手冊。 

（二） 訓練用儀器 

維護單位 放射診斷科 核子醫學科 放射腫瘤科 

設備名稱 

診斷型 X 光機 PET-CT 直線加速器 
超音波 

 
SPECT 近接治療機 

電腦斷層 
 

SPECT-CT 電腦治療計劃室 
磁振造影 

 
甲狀腺攝取率測量儀 電腦斷層模擬定位機 

透視攝影 
 

核醫藥物製劑室  

血管攝影 I-131 治療病房  
乳房攝影 

 
  

 



計畫/二年期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2016.05.11 檢視與修訂(第 2版) 

訂頒部門：醫事放射職類(放射診斷科/核子醫學科/放射腫瘤科)                        第 4頁，共 15頁 

六、 基礎課程： 

基礎課程(每項至少2小時，總時數不得低於25小時) 

1. 輻射防護與輻射安全 

2. 醫事放射相關法規 

3. 感染管控與垃圾分類 

4. 專業倫理與醫療品質 

5. 注射對比劑作業流程 

6. 數位影像儲傳系統 

7. 影像處理與品質分析 

8. 安全檢查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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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核心課程: 

（一） 進用單位為放射診斷部(科)之實務訓練 

1. 一般X光攝影 

訓練時間：8個月(男性學員) 

5個月(女性學員) 

A. 頭頸部攝影 

B. 胸腹部攝影 

C. 脊椎攝影 

D. 四肢攝影 

E. 骨質密度測量 

F. 病床床邊攝影 

G. 一般X光素片影像之診斷 

H. 品保作業 

2. 乳房攝影(限女性) 

訓練時間：3個月(女性學員) 

A. 常規乳房攝影 

B. 放大攝影 

C. 介入性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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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乳房攝影影像之診斷 

E. 品保作業 

3. 透視攝影 

訓練時間：2個月 

A. 消化系統透視攝影 

B. 泌尿系統透視攝影 

C. 生殖系統透視攝影 

D. 體外震波碎石術 

E. 特殊攝影影像之診斷 

F. 品保作業 

4. 血管攝影與品保 

訓練時間：3個月 

A. 神經系統血管攝影 

B. 非神經系統血管攝影 

C. 心臟及冠狀動派血管攝影 

D. 血管攝影影像之診斷 

E. 品保作業 

5. 電腦斷層 

訓練時間：3個月 

A. 頭頸部造影 

B. 胸部造影 

C. 脊椎造影 

D. 骨盆及四肢造影 

E. 電腦斷成影像之診斷 

F. 心臟斷層影診斷 

G. 品保作業 

6. 磁振造影與品保 

訓練時間：3個月 

A. 頭頸部造影 

B. 胸部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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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腹部造影 

D. 脊椎造影 

E. 骨盆及四肢造影 

F. 磁振造影之影像診斷 

G. 品保作業 

7. 超音波(男性學員) 

訓練時間：4個月 

A. 一般科超音波 

B. 神經血管超音波 

C. 超音波影像之診斷 

D. 品保作業 

7-1.超音波(女性學員) 

訓練時間：4個月 

A. 一般科超音波 

B. 乳房超音波 

C. 婦科超音波 

D. 神經血管超音波 

E. 超音波影像之診斷 

F. 品保作業 

8. 放射醫學影像品保 

訓練時間：分散至項目1~7項 

9. 其他單位訓練： 

A. 核子醫學訓練 

訓練時間：1週 

B. 放射治療訓練 

訓練時間：1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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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心臟超音波 

訓練時間：2週 

（二） 進用單位為放射治療部(科)之實務訓練 

1. 放射治療技術 

訓練時間：40週 

A. 遠隔治療技術 

B. 近接治療技術 

2. 模擬攝影 

訓練時間：18週 

A. 斷層模擬攝影 

3. 模具製作 

訓練時間：12週 

A. 鉛合金擋塊 

B. 固定模具製作 

4. 放射治療計劃及劑量計算 

訓練時間：8週 

A. 影像融合技術 

B. 治療計畫電腦系統 

5. 放射治療品保 

訓練時間：6週 

6. 特殊放射治療技術 

訓練時間：16週 

A. 立體定位治療 

B. 強度調控放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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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影像導引放射治療 

D. 全身性放射治療 

E. 其他特殊放射治療 

7. 其他單位訓練： 

A. 放射診斷訓練 

訓練時間：1週 

B. 超音波訓練 

訓練時間：2週 

C. 核子醫學訓練 

訓練時間：1週 

（三） 進用單位為核子醫學部(科)之實務訓練 

1. 核醫診斷造影技術、影像分析處理與品保 

訓練時間：11個月 

A. 正子造影／X光電腦斷層(PET-CT) 

B. 骨骼肌肉系統 

C. 心臟血管系統 

D. 消化系統 

E. 泌尿系統 

F. 呼吸循環系統 

G. 內分泌系統 

H. 神經系統 

I. 腫瘤發炎 

2. 核醫藥物操作與輻射防護 

訓練時間：3個月 

3. 數位影像儲傳系統 

訓練時間：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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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放射性核醫治療技術 

訓練時間：6個月 

5. 特殊核醫診斷技術 

訓練時間：1個月 

6. 其他單位訓練： 

A. 放射診斷訓練 

訓練時間：1週 

B. 放射治療訓練 

訓練時間：1週 

C. 超音波訓練 

訓練時間：2週 

 

八、 跨領域訓練 

1. 計畫目的： 

使受訓之放射師接受放射領域外之其他臨床醫療領域訓練，以提升放射

師照顧病人之品質。 

2. 適用對象： 

新進醫事放射師 

3. 訓練原則： 

每年至少參加 2 次跨領域團隊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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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跨領域團隊之教育訓練方式： 

A. 參與院內定期功能性團隊會議 

B. 參與護理部教育訓練 

C. 參與其他部門病例討論會議 

D. 其他 

5. 評估方式： 

A. 受訓放射師針對訓練內容提出報告 

B. 臨床教師針對報告內容給予評核 

 

九、 評核機制: 

以下列出評核方法及執行方法，視情況選擇兩項以上做為評核： 

1. 教育訓練計畫前評估（學前評估） 

A. 方法：由計劃主持人執行評估以了解學員能力及經驗，再安排適合課程 

B. 時間：在學員報到後 

2. 執行筆試測驗 

A. 方法：每階段訓練後由臨床教師執行隨機測驗以了解受訓學習狀況。 

B. 時間：每階段受訓完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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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繳交受訓心得報告 

A. 方法：完成訓練後由學生繳交受訓心得以了解受訓學習狀況。 

B. 時間：每階段受訓完成時或整體訓練完成時 

4. 繳交書面報告 

A. 方法：完成訓練後由學生繳交書面報告以了解受訓學習狀況。 

B. 時間：每階段受訓完成時或整體訓練完成時 

5. 口頭報告 

A. 方法：完成訓練後由學生製作相關報告，以口頭報告形式呈現，了解受

訓學習狀況。 

B. 時間：每階段受訓完成時或整體訓練完成時 

6. 臨床技能直接觀察表 (DOPS) 

A. 內容：針對單一病例的整體執行，依照 DOPS 表格評分。 

B. 時間：各階段訓練完成時 

C. 地點：各項檢查之操作室 

D. 評分標準：依各檢查室所訂之標準執行。 

7. 迷你臨床演練評量(mini-CEX) 

A. 內容：Mini-CEX 注重學生與病人互動的表現，臨床教師可以藉此直接觀

察學員與病人之間的互動，進行 Mini-CEX 的簡易評估，並且與學

生直接回饋。 

B. 時間：各階段訓練完成時 

C. 地點：各項檢查之操作室 

D. 評分標準：依各檢查室所訂之標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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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補強辦法： 

為了使學員學習成果與訓練達到基本要求(以 70 分為標準，低於 70 分者需

進行補救教學)，此機制以針對各項學習成果及評量未達應有標準者進行加

強輔導。 

對學習成果不佳之學員教學輔導機制及流程 

1. 臨床指導教師進行暸解。 

2. 專責指導教師、計畫主持人及技術長與學員訪談。 

3. 修正學員待改進之學習問題，修正錯誤觀念並取得共識。 

4. 繼續執行相關訓練課程及評核及格後結訓。 

十一、 教學意見雙向回饋與檢討改善 

1. “教”與“學”雙向心得回饋，由各檢查室的考核表、口頭專題報告

及讀書報告等資料予以個別評估。 

2. 由學員滿意度調查表反應建議事項，提供教學意見及方針。 

3. 檢討改善：定期舉行臨床指導教師檢討會，跟據學員回饋內容加以討

論及改正教學。 

4. 定期執行臨床指導教師自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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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教學小組架構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CODI 

核子醫學科 

 

核子醫學

診斷造影

技術 

核子醫學

治療技術 

放射腫瘤科 

負責人：張哲銘 

放射診斷科 

負責人：李美容 

 

一般

攝影 

特殊

攝影 

血管

攝影 

超音

波 

電腦

斷層 

乳房

攝影 

磁振

造影 

後荷式 

近接治療 

電腦治療 

計畫與劑量

計算 

直線 

加速器 

電腦模擬 

攝影 

模型與 

鉛合金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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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新進醫事放射師訓練流程 

 

是 否 

是 否 

報到 

 說明教學計劃內容  

 環境及安全簡介(臨床教學活動位置、輻射安全、感控) 

 

學前評估 

 訓練前進行學前評估 

 跟據學生的情況調整教學內容與期望目標 

回饋機制 

雙向回饋評核表 

教師自評表 

主管教師評核表 

臨床教學 

放射診斷科 核子醫學科 放射腫瘤科 

課程教學 

核心能力課程  放射診斷技術研討 核子醫學技術研討  

放射治療技術研討  E-Learning 課程 

臨床指導教師檢討會 

檢討教學是否需要改進 

評核機制(視情況選擇使用) 

學習各站的臨床實習評量  核心能力筆試 

迷你臨床演練(mini-CEX)評量表 口頭報告 

操作技能直接觀察評估法(DOPS)評量表  

書面專題報告 

是否及格 

完成訓練 

補強辦法 

是否及格 

跨領域訓練 

參與院內定期功能性團隊會議 參與護理

部教育訓練 參與其他部門病例討論會議 

 

跨領域訓練評核 

受訓放射師針對訓練內容提出報告 

臨床教師針對報告內容給予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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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頒日期：2013 年 05 月 20 日 

 

第一次檢視及修訂日期：2016 年 05 月 11 日 

(檢視整體計畫內容；修訂三科核心課程之部分課程內容及訓練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