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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基督教醫院醫事檢驗實習生教學訓練計畫 

(資料來源：Manual-07_醫事檢驗實習學生訓練計畫-檢驗醫學部) 

 

壹、訓練目標 

在教學醫檢師指導下使實習學生瞭解檢驗作業範圍及程序、檢驗前中後的品管概

念、實際參與核心檢驗技術操作及瞭解臨床檢驗之利用與判讀。 

貳、教學師資 

一、教學計劃主持人 

符合教學醫院評鑑基準之計畫主持人資格：具教學醫院臨床經驗 5年以上，

專責醫事檢驗執業經驗且通過實習指導醫事檢驗師訓練。 

姓名 職稱 資歷 
鄭敏琳 總醫檢師 學歷：學士學位 

教學醫院臨床經驗：20 年 
具醫事檢驗師證書檢字第言 104-00430 號證書 
具醫事檢驗臨床指導醫檢教字 1000207 號證書 

 

二、教師資格 ： 

1. 臨床教師均具有醫事檢驗師職業執照及台灣醫事檢驗學會頒發之「臨床指

導教師」證書。 

2. 本院擔任醫事檢驗臨床教師之執業範圍涵蓋醫事檢驗、解剖病理及基因遺

傳。 

 

參、教學資源 

一、教學場所： 

1. 本科設有2間獨立之教室空間提供教學及討論使用 

2. 各技術組別工作實驗區 

3. 各技術組別過渡清潔區  

二、教學設備： 

1. 教學室內共設有 5台電腦可提供上網資料查詢，具有單槍投影機方便教學。 
2. 具有兩套攜帶型顯微影像攝影系統 
3. 靜脈抽血模擬手臂（男女各一） 
4. 五頭教學顯微鏡、螢光教學顯微鏡及相位差教學顯微鏡 
5. 靜脈採血模組、教學抹片、教學玻片、教學影帶、工具書及電子期刊 
6. 特殊儀器：全自動化生化及免疫軌道系統 (TLA)、尿液沉渣影像鑑定系

統、Real-time PCR 儀器、次世代定序(NGS)分析儀、核酸序列分析儀、血

型及抗體自動化鑑定系統、流式細胞儀、血小板分析儀、微生物自動化鑑

定系統(MALDI-TOF)、火焰式/石墨式原子吸收光譜儀、流式冷光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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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微量盤酵素分析儀、自動備管機及氣相層析儀等。 

 

肆、教學內容 

一、 教學活動與訓練方式: 

1. 報到後安排實習前訓練，進行各組工作內容及環境介紹，並就實驗室安全

防護進行課程講解及實作演練。 

2. 醫學人文課程：參訪院史館，體驗切膚之愛事蹟及醫學人文教育。 

3. 核心課程：進入實作課程前由各組諮詢醫檢師擔任課程講解並與學生互動

討論，讓學生對實作課程內容有更進一步之體認。 

4. 檢驗異常案例報告：各技術組別指定異常案例，由指定之臨床教師指導相

關文獻之搜尋及討論。實習期間每名學生主講一次異常案例討論報告。 

二、 各單位訓練週數：(總實習周數至少 20 週 ) 
1. 門診檢驗(含抽血、心電圖)：2 週 
2. 臨床生理(含腦波圖、肌電圖、肺功能、超音波等)：1 週 
3. 血液鏡檢（含血液、鏡檢及特殊血液凝固試驗）：4 週 
4. 自動化核心檢驗(含生化、內分泌及藥物) ：2 週 
5. 生化免疫（含特殊生化、血清免疫、重金屬及毒藥物分析）：2 週 
6. 微生物檢驗 (含需氧細菌、厭氧細菌、黴菌、結核菌及病毒)：4 週 
7. 血庫：1 週 
8. 分子檢驗：1 週 
9. 病理科（含解剖病理、細胞病理及分子生物）1 週 
10. 基因遺傳(含染色體檢驗及分子生物)： 2 週 

三、 技術組別訓練課程及核心能力操作 

1. 門診檢驗 

(A) 訓練課程：服務態度；檢體採集、簽收、核對、運送；採檢作業流

程(含小兒採檢)；血糖機操作；自動備管機之使用 

(B) 核心能力操作：抽血(至少 20件) 

2. 臨床生理(含腦波圖、肌電圖、肺功能、超音波等) 
(A) 訓練課程：血管超音波原理講解及實作觀摩、肺功能原理講解及實

作觀摩、運動心電圖原理講解及實作觀摩、24 小時心電圖原理講解

及實作觀摩、腦神經檢查原理講解及實作觀摩、運動神經傳導原理

講解及實作觀摩、眨眼反射原理講解及實作觀摩 

(B) 核心能力操作：肺功能 2 件 

3. 血液鏡檢 

(A) 訓練課程：血液鏡檢組作業流程、檢驗項目(含血液及鏡檢)、檢驗報

告時效、實驗室安全及特殊安全規範、檢驗項目與測定原理介紹、

各類儀器測定原理與操作介紹(包含顯微鏡)、血液抹片之製作、血液

抹片教學、結果驗證與報告核發、血液及鏡檢品管(含內外部品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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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前、中、後的品管)、異常與危險值之處理 
(B) 核心能力操作： 

a. CBC：血液抹片製作及染色、自動血球計數儀上機與數據判讀自動

血球計數儀異常干擾排除(基本核心能力) 
b. Hemostasis：PT、APTT 與 fibrinogen（包含上機及手工檢測）、

D-dimer、血液凝固混合試驗、血液凝固異常檢體數據判讀(基本核

心能力) 
c. WBC DC：顯微鏡使用及維護保養、白血球分類閱片(基本核心能

力) 
d. RBC morphology：紅血球型態鑑別(基本核心能力)、網狀紅血球計

數 
e. Urine Routine/Urine sediment：尿液化學法分析儀數據判讀(基本核

心能力)、尿沉渣分析儀型態編輯與判讀(基本核心能力)、Confirm 
test 

f. Pregnancy test 
g. Stool routine/Occult blood：Occult blood(化學法)、Occult blood(免

疫法)、Neutral fat、APT tset 
h. Parasite ova：人體腸道寄生蟲鑑別(基本核心能力)、MIF 染色法、

Trichrom stain 
i. CSF routine/Body fluid routine：Hemocytometer 使用與細胞計數、

體液抹片製作、體液細胞形態鑑別(基本核心能力)、India ink 操

作、關節液結晶鑑別 
j. Semen analysis：Sperm 計數與運動性、Sperm 異常形態判讀 

4. 自動化核心檢驗 
(A) 訓練課程：瞭解自動化核心檢驗組作業流程、檢驗項目、檢驗報告

時效、實驗室安全及特殊安全規範、檢體採集需知、檢體處理(編號、

離心、檢體分裝、保存等)、檢驗項目與測定原理介紹、各類儀器

測定原理與操作介紹、檢驗電腦作業、檢驗程序品質管制(含內外部

品管與檢驗前、中、後的品管) 、結果驗證與報告核發、異常與危

險值之處理 
(B) 核心能力操作： 

a. 分析前異常檢體之辨識及處理(基本核心能力) 
b. 生化檢體前處理(血液檢體、尿液檢體：24 hr Urine, Random)、糖

化血色素檢體、Blood gas 檢體、免疫項目檢體、血中藥物濃度 
c. 檢體自動分析儀實際上機操作 
d. 自動分析儀校正實際上機操作 
e. 內外部品管評估： (基本核心能力) 
f. 分析後檢驗結果驗證與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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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化免疫 
(A) 訓練課程：生化免疫組作業流程、檢驗項目、檢驗報告時效、實驗

室安全及特殊安全規範、檢體收集需知、檢體處理(編號、離心、

檢體分裝、保存等)、檢驗項目與測定原理介紹、各類儀器測定原

理與操作介紹、結果驗證與報告核發、檢驗程序品質管制(含內外

部品管與檢驗前、中、後的品管)、異常與危險值之處理 
(B) 核心能力操作： 

a. 正確使用 Pipet 
b. 梅毒血清檢驗：RPR (基本核心能力)、TPPA (基本核心能力) 
c. 微生物血清檢驗 
d. Cryptococcus antigen (基本核心能力) 
e. Cold agglutinin 
f. Mycoplasma pneumoniae IgG (基本核心能力) 
g. Widal test (基本核心能力) 
h. Weil-Felix test (基本核心能力) 
i. 病毒血清檢驗：Rubella (基本核心能力)、Varicella zoster (基本核

心能力) 
j. 自體免疫檢驗：ANA 
k. 內外部品管評估： (基本核心能力) 

6. 微生物檢驗 
(A) 訓練課程：微生物組作業流程、嗜氧菌培養鑑定與藥敏、厭氧菌培

養鑑定與藥敏、黴菌培養與鑑定、結核菌培養鑑定與藥敏、實驗室

安全及特殊安全規範、檢體收集需知、檢體接種處理(傳送、接種、

保存等)、檢驗項目與測定原理介紹、各類儀器測定原理與操作介

紹(血液培養偵測儀、Vitek2 儀器、MGIT 960 儀器)、結果驗證與

報告核發、檢驗程序品質管制(含內外部品管與檢驗前、中、後的

品管)、異常與危險值之處理。 
(B) 核心能力操作： 

a. 抹片染色 gram stain 
b. 判讀 acid-fast stain 
c. 嗜氧菌鑑定 
d. 厭氧菌鑑定 
e. 藥敏試驗 
f. 完成檢體收件、接種、至後續培養及結果判讀 
g. 病毒檢驗(基本核心能力)：病毒培養與鑑定、RSV rapid test、

Influenza rapid test、Rotavirus antigen test 
7. 血庫 

(A) 訓練課程：作業流程介紹、檢驗項目與測定原理介紹、各類儀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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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理與操作介紹、備血作業流程、供血作業流程、血庫品管(包
含內外部品管與檢驗前、中、後的品管)、血品入出庫管理及輸血

反應調查 
(B) 核心能力操作： 

a. 血型檢驗(基本核心能力)：ABO 及 Rh typing  
b. 抗體篩檢檢驗(基本核心能力)：Antibody screening test  
c. 交叉試驗(基本核心能力) 
d. 直接抗球蛋白試驗(基本核心能力) 
e. 輸血反應調查(基本核心能力) 

8. 分子檢驗 
(A) 訓練課程：分子檢驗組作業流程、檢驗項目、檢驗報告時效、實驗

室安全及特殊安全規範、檢體收集需知、檢體處理(編號、離心、檢

體分裝、保存等)、檢驗項目與測定原理介紹、各類儀器測定原理、

校正及保養程序介紹、檢驗報告確認、核發及管制、檢驗程序品質

管制(含內外部品管與檢驗前、中、後的品管)、異常值之處理 
(B) 核心能力操作： 

a. 分子檢驗-基本 PCR 操作(基本核心能力) 
b. 基因體核酸(Genomic DNA)萃取操作 
c. Genomic DNA 濃度測量操作 
d. PCR 儀器設定與操作 
e. 試劑配製與上機操作 
f. 電泳操作及結果分析 

    10.  病理科 
(A) 訓練課程：安全衛生教學、組織蠟塊製作、組織蠟塊切片及 H.E.染色、

組織化學染色及細胞診斷學。 
(B) 核心能力操作：蠟塊包埋與切片操作 

    11.  基因遺傳 
(A) 訓練課程： 

a. 染色體檢查：染色體辨識、細胞培養及採收、染色體鏡檢分析、

染色體影像系統操作。 
b. 細胞分子生物學的認識：學習螢光原位雜交反應(FISH)、頻譜

螢光雜染核型分析(Spectral Karyotyping；SKY)及比較性基因體

雜合技術(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CGH)的基本原

理與用途。 
c. 人類細胞遺傳學國際標準命名規則介紹。 
d. 遺傳諮詢門診：遺傳諮詢、遺傳性疾病之遺傳模式及家族譜繪

製等介紹。 
(B) 核心能力操作： 

a. 染色體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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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細胞培養及採收技術 
c. 細胞玻片的製作與螢光原位雜交反應(FISH)操作及判讀 
d. 遺傳基因的序列分析及判讀 

 

四、評估方式及評核標準:  

1. 針對訓練內容以多元化評估方式如筆試、口試、實際操作測試(DOPS)等
以評核訓練成效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2. 評核標準：筆試及口試成績大於或等於 80 分，DOPS 及 Mini-CEX 成績

每評核要項均達 4 分，OSCE 每評核要項均達 60 分。 
3. 學習成績未達允收標準者，必須再進行教育訓練，並重新考核。 

伍、教學評估與回饋 

一、 核心課程及實作教學課程均訂有依雙向回饋機制，完成訓練後學生可依自我

評估學習情形反映問題給臨床教師，教師針對學生學習成效及意見提供即時回

饋。 

二、 設有導師機制，負責學生於該組的學習進度追蹤與學習問題的解決。 

三、 教學滿意度評核 

1. 所有訓練課程完成後進行課程教學滿意度調查 

2. 實習組別課後滿意度調查 

3. 期末滿意度調查 

四、 座談會：每學期召開期中及期末座談會以了解實習學生實習狀況及關於實習

部分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