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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一、 實習教學訓練目的 

加強呼吸治療實習學生臨床經驗、經專業指導下培養臨床專業能力，進而了解呼吸治療相關臨

床工作與臨床相關問題與處置。 

 

二、 實習目標：  

1. 能在指導及監督下獨立執行病人評估，擬定治療計劃、執行治療、評值治療結果。 

2.  能熟練及執行實習單位之監測及治療項目 

3.  能熟練疾病的臨床處理及辨識呼吸困難的症狀 

4.  能熟悉人工氣道處置及各式呼吸器的特性 

5.  能辨識呼吸器之合併症及處理方法 

6.  能判斷呼吸器脫離的時機並熟悉各式呼吸器脫離的技術 

7.  能辨識外加管路及藥物(如肌肉鬆弛藥物等)對呼吸照護的影響 

8.  能有組織性的安排每日專業工作，做好時間管理增進工作效率  

9.  能發展及增進自我學習之能力 

10. 認識夜班作業流程 

 

三、   教學師資: 

1.  具教學醫院 5 年以上專責呼吸治療執業經驗之專任呼吸治療師且接受師資培訓才能成為 

臨床教師，共計 17 名。師資充裕，維持同時期實習學生與教師比例不得低於 2:1。 

2.  採「固定教師制」負責學生生活及學習上任何問題之輔導，並負責隨時評估、調整及確認

學生實習進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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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活動 

實際參與病人照護及執行治療技術、參與醫師巡視教學、小組討論、口頭呼吸治療新知報告、

口頭個案報告及書面個案報告。 

1.臨床核心能力與教學內容列表如下: 

核心能力類別 核  心  教  學  內  容 

呼吸治療單位 
介紹醫院呼吸治療單位之環境及作業流程，了解不

同單位間之特色。 

呼吸治療評估及測試 
能藉由病歷、檢驗值及臨床症狀、徵候等評估病人

的病況。熟悉心肺功能檢測的目地及報告判讀。 

呼吸治療常見之疾病 
了解呼吸治療工作中常見之疾病，其病理變化、臨

床表徵、診斷及處置。 

呼吸治療臨床藥物 了解呼吸治療常見疾病之臨床治療藥物。 

呼吸治療各項技術 
藉由單位標準技術 SOP 之教學，使學生能正確執行

呼吸治療各項技術。 

呼吸功能改善治療 了解呼吸功能改善治療計劃之執行及運作流程。 

呼吸器種類及特性 
了解加護單位所使用的各種呼吸器的裝置、設定及

特性。 

儀器設備維修保養 了解呼吸治療儀器設備的保養及損壞之送修流程。 

呼吸治療器材的消毒 了解呼吸治療各類器材消毒或滅菌方式與流程。 

專業態度 
與醫護團隊良好互動，尊重及關懷病患與家屬，具

良好溝通協調能力。 

呼吸治療紀錄書寫 呼吸治療病歷書寫教學，使熟悉呼吸治療記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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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人安全、醫學倫理簡介及感染控制簡介暨新興傳染病之防治課程 

開課日期為每月第三週之星期四，其上課內容如下表: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授課時間 

13:30-13:50 病人安全 醫品部 高專 20 分鐘 

13:50-17:45 感染控制簡介暨新興傳染病之防治 感管室 感管師 4 小時 

17:45-18:00 醫學倫理 醫學倫理中心 15分鐘 

 

五、   教學資源 

1.教材設備 

單位備有呼吸治療之臨床與儀器教學之影音檔案，提供學習。 

單位備有呼吸治療之相關書籍提供實習生借閱。 

臨床技能中心提供相關技術演練與測試 

 

2.儀器設備 

呼吸器型號 台數 呼吸器型號 台數 

PB840 14 8400sti 13 

PB760 10 NEW PORT e500 58 

PB740 10 AVEA 20 

Servo 900C 72 BiPAP 6 

Servo 300C 13 VPAP 17 

Servo-i 1 HFOV- 3100B 2 

7200AE 26   

 
 
3.實習單位 

內科系急重症單位 外科系急重症單位 長期呼吸照護 相關單位 

第一內科加護病房 第一外科加護病房 第一呼吸照護中心 肺復原中心 

第二內科加護病房 第二外科加護病房 第二呼吸照護中心 臨床技能中心 

心臟內科加護病房 心臟外科加護病房 第三呼吸照護中心 燙傷中心 

神經內科加護病房 神經外科加護病房 呼吸照護病房  

急症加護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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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圖書館使用注意事項： 

電子資源：使用時需輸入帳號密碼為STRE─呼吸治療實習學生專用。 

進入圖書館請攜帶識別證並請館員協助開啟門禁。 

 

六、   評估機制 

(一)、知識: 

 口試 

 筆試 

 CbD    

 個案報告(1 例/學生) 

(二)、技能 

 臨床核心技術操作技能直接觀察評估(DOPS) (前後測各 4 例/學生) 

 核心呼吸器面板操作(前後測各 2 例/學生) 

 學生臨床技術回覆示教 (書面及操作) 

 護照完成率 

 OSCE 

(三)、態度 

 臨床核心技術操作技能直接觀察評估(DOPS) 

 Mini-CEX 雙向回饋(前後測各 2 例/學生) 

 學生出勤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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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課後輔導與補強教學 

1.  課後補閱電子檔案 

2.  責任教師個別輔導 

3.  課後輔導與補強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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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臨床實習臨床指導教師注意事項  

1 實習排班原則： 

1.1 實習期間學生不可因個人需要強求實習單位配合，一切排班應配合實習單位之作業

安排。 

1.2 以一週連續五天白班為原則。 

1.3 每日實習時數以 8 小時(如 8:00-16:0)計，因故遲到早退者應擇日補足實習時數，違

者以曠課論。 

1.4 實習班別排定後，學生應確實按照實習班表實習，若有任何變動應隨時與單位主管

及老師聯絡 

3 學生若實習期間因故無法出勤，應事先向單位主管及指導老師請假，並安排補實習，未請

假者一律以曠課論。 

4 實習成績之計算可依下列所述在實習成績上加減： 

4.3 表現優異，熱心服務，值得鼓勵者是情況加 1-3 分 

4.4 無故曠課者每日扣總成績 5 分 

4.5 請假者，每日扣總成績 1.5 分，不配合補班者每次扣總成績 3 分。 

4.6 遲到或早退，每次扣 0.5 分 

4.7 未遵行校方及院方實習規定而發生異常情形者，扣總成績 3 分 

4.8 發生重大異常事件，蓄意隱瞞者扣總成績 5 分 

5 實習期間請協助注意學生服裝、儀容、禮儀是否得宜，與實習單位人員是否能保持良性互

動。 

6 學生至臨床實習請先給予下列介紹：工作環境、工作常規、感染管制原則、及學生實習時

之注意事項，並向其他共同工作之醫護人員介紹實習生 

7 實習期間請注意學生是否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若有發燒等身體不適狀況，請先協助安排請

假或就醫，並協助日後補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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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實習學生注意事項  

1 實習期間請穿著實習服與白底包鞋，保持服裝儀容清潔，長髮者須綁起，併配戴學生證或

實習證。請勿穿著實習服在醫院之外活動。 

2 請自備實習所需物品，如聽診器、筆、筆記本，並請勿攜帶貴重物品至實習單位。 

3 實習期間請注意應對禮儀，並與臨床指導者及其他醫療工作者維持良好互動。 

4 實習期間有任何異常事件發生，請先報告指導老師或指導治療師，以協助處理。 

5 實習期間一切排班應配合實習單位之作業安排，不可因個人需要，強求實習單位配合。 

6 每日實習時數以 8小時(如 8:00-16:0)計，因故早退者應擇日補足實習時數，或實習期間

因故無法出勤，請事先向單位主管及指導老師請假，並安排補實習，未請假者一律以曠課

論。排班以一週五天為原則。實習日需配合實習單位作上、下班交班，請提早到達實習單

位準備交班。 

7 實習期間請絕對遵守臨床指導老師指導，如有任何疑問或困難，務必請指導老師或負責治

療師協助，切勿再自行摸索。 

8 實習期間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每日量體溫，若發燒達 38℃以上，請就醫並請假在家中

休息，並與單位主管及實習指導老師聯絡，安排請假及補班事宜。爾後再排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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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評核相關表格填寫注意事項 

(一)、 學習護照- 學習目標核心技能學習目標評值表 

1.針對培養核心能力所必須學習細項內容，由學生分別於實習期中及期末時自評，再由

臨床教師評量並簽名；於結束實習時需全部填寫完畢(共計 1 份)。 

2.護照填寫請務必詳實，但須注意病人資訊保密（如病人姓名等相關資料），並在

填寫完成後請臨床教師批閱及簽認。 

3.每個核心訓練項目完成訓練後，請即時填寫學習護照，並交由臨床教師或老師簽註意

見。 

4.學習護照請於訓練時隨時攜帶記錄，以為學習成效評核參考。 

(二)、實習課程評值表 

臨床教師將依評值表項目逐一對學生做評值，共準備兩份評值表（一份 

給單位實習負責人、一份帶回學校）。 

(三)、實習課程學生自我評值表 

為針對核心課程內容，由學生在接受實習結束後填寫，並請於填寫後請課程負責老師簽

章。共準備兩份評值表（一份給單位實習負責人、一份帶回學校）。 

(四)、實習心得 

由學生在接受實習結束後填寫，並請於填寫後請課程負責老師簽章。 

(五)、如何增進綜合臨床實習成效的建議 

由學生在接受實習結束後填寫，並請於填寫後請課程負責老師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