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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兒童呼吸治療組 

新進(二年期)兒童呼吸治療師教學訓練計畫 

制訂日期 2016-12-20 

一、 訓練宗旨 

    培養新進呼吸治療師以病人為中心、以全人醫療為宗旨的專業照護理念，將

來能具備獨立提供病人專業及安全之照護奠立良好基礎。 

二、訓練目的 

(一) 養成新進呼吸治療師應用「基本呼吸治療專業知識」、「實證科學導向」、

「臨床專業」的呼吸治療師能力。 

(二) 養成新進呼吸治療師建立以「病人為中心」和「全人照護」的臨床工作態

度及技能。 

(三) 培養新進呼吸治療師在呼吸照護、醫療、醫事人員跨領域團隊訓練中養成團隊

合作精神，具有共同照護的能力。 

三、 訓練目標 

(一) 瞭解各年齡層(包括：新生兒、兒童及青少年)常見呼吸相關疾病之病理生

理、臨床表現、診斷和處置，並運用文獻查證(實證醫學)以增進自我學習之

能力。 

(二) 能獨立執行病人評估，並依據評估資料確立病人問題，擬定治療計劃、執

行治療、評值治療結果。依病人的個別需要提供適切的呼吸照護技術，並

能正確、安全的執行呼吸照護技術。 

(三) 瞭解全人照護觀念，認知跨領域團隊合作之重要性，能與醫護團隊有良性

溝通。 

四、 教學師資 

(一) 具有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執照，具教學醫院兒童呼吸治療執業經驗5年以上

之專任兒童呼吸治療師，且通過醫策會臨床教師認證。 

(二) 採「固定教師制」，訓練期間由同一位臨床導師負責督導學員所有教學活

動，可隨時評估、調整及確認新進人員學習進度狀況。 

五、 訓練安排 

課程規劃包含倫理人文基本課程、呼吸專業基礎、進階、重症等核心課程及

其他呼吸治療相關課程，新進呼吸治療師除了學習完整基礎技能外，並對醫病概

念健全，使呼吸治療照護達全人、全程及全家之適當呼吸照護。本訓練課程採取

醫策會公告之「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二年期呼吸治療師訓練課程指引」相關課程內

容標準，進而修改因應本院之規模及特性而進行教學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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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訓練共分三階段，三階段訓練期程合計24個月，如下： 

(一) 第一階段基礎課程：基礎專業技能，訓練時間3個月。  

(二) 第二階段核心課程：進階專業技能，訓練時間9個月。 

(三) 第三階段專業課程：重症技能，訓練時間12個月。 

(四) 人文素養課程，訓練時間第一年至少12小時，第二年至少6小時。 

六、 訓練課程內容 

(一) 基礎課程階段 

達成

目標 

1. 了解醫院環境、組織規章及工作說明書，能盡速投入工作。 

2. 具備臨床基礎專業知識，得以發揮呼吸治療師角色功能。 

3. 熟悉基礎專業技能之標準作業流程，以確保病人安全。 

訓練

項目 

1. 新進人員到職訓練： 

(1) 醫院簡介：宗旨、願景及醫院環境。 

(2) 組織規章：行政（人事作業、員工福利）、品管、在職教育及

能力進階制度。 

(3) 工作相關之作業介紹：呼吸治療記錄表單書寫介紹、呼吸治療

資訊系統介紹、儀器保養維修流程。 

2. 基礎專業知識及技能訓練： 

(1) 常見疾病與其相關呼吸照護。 

(2) 氧氣與濕氣噴霧治療臨床實務操作。 

(3) 胸腔物理治療臨床實務操作。 

(4) 呼吸治療儀器實務操作。 

(5) 呼吸感染管制相關訓練。 

(6) 基本標準作業流程實務操作。 

3. 人文素養課程： 

(1) 倫理法規相關課程。 

(2) 安全衛生相關課程。 

(3) 感染管制相關課程。 

(4) 行政管理相關課程。 

備註：詳見學習護照。 

訓練

時間 

3 個月。 

訓練

方式 

1. 講授式課程。 

2. 臨床實作學習、回覆示教。 

3. 數位平台學習(醫院相關課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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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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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

標準 

1. 筆試測驗。 

2. 技術評核(DOPS、mini-CEX)。 

3. 學習護照。 

備註：詳見學習護照評估表。 

(二) 核心課程階段 

達成

目標 

1. 能獨立執行運用各項基礎照護技能。 

2. 具備專業服務能力，提升臨床病人的照護品質。 

訓練

項目 

1. 進階專業技能（至少 20 小時）： 

(1) 新生兒高級救命術一般學員訓練課程(NRP)，兒童高階救命術一

般學員訓練課程(APLS)。 

(2) 熟悉健保相關規範事宜。 

(3) 跨領域團隊共同照護訓練。 

(4) 文獻查證教學訓練。 

(5) 介紹呼吸治療相關常見疾病、檢查與呼吸治療技巧： 

 臨床呼吸生理學。 

 臨床呼吸藥理學。 

 胸腔疾病介紹。 

 胸部X光判讀（Chest X-ray interpretation）。 

 肺功能測試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氣體交換功能監測與分析 (Analysis monitoring of gas 

exchange)。 

 呼吸器原理、分類及操作(Mechanical ventil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principle of operation)。 

2. 人文素養課程： 

(1) 倫理法規相關課程。 

(2) 安全衛生相關課程。 

(3) 感染管制相關課程。 

(4) 行政管理相關課程。 

備註：詳見學習護照。 

訓練

時間 

9 個月。 

訓練

方式 

1. 講授式課程。 

2. 臨床實作學習、回覆示教。 

3. 數位平台學習(醫院相關課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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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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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

標準 

1. 筆試測驗。 

2. 技術評核(DOPS、mini-CEX)。 

3. CbD 學習單。 

4. 學習護照。 

5. 讀書報告。 

6. 文獻查證學習單。 

7. 跨領域團隊共同照護訓練學習單 

備註：詳見學習護照評估表。 

(三) 專業課程階段 

達成

目標 

1. 具備照護一般病人之專業能力，勝任臨床照護工作。 

2. 能瞭解跨領域團隊共同照護之概念，培養共同照護的模式。 

訓練

項目 

1. 重症技能（含重症、長照、呼吸功能改善至少 10 小時)： 

(1) 呼吸照護評估:含心電圖、胸部X光、血液動力學監測。 

(2) 呼吸功能改善課程。 

(3) 特殊呼吸治療技術，如：高頻通氣治療（HFV）、葉克膜

（ECMO）、一氧化氮吸入治療(NO)等。 

(4) 跨領域團隊共同照護訓練。 

(5) 文獻查證教學訓練。 

(6) 常見各急重症加護單位之疾病與呼吸治療之應用，如： 

 手術前/後呼病人吸照護及處置(Management of pre-post 

operation)。 

 Asthma病人呼吸照護及處置(Management of Asthma)。 

 ARDS病人呼吸照護及處置(Management of ARDS)。 

 呼吸器相關肺炎(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 

 呼吸照護病人之營養/代謝評估(Nutrition and metabolism)。 

 呼吸照護病人之體液/電解質異常評估(Fluid and electrolyte 

disorders)。 

(7) 呼吸治療長期照護之臨床實務學習。 

2. 人文素養課程： 

(1) 倫理法規相關課程。 

(2) 安全衛生相關課程。 

(3) 感染管制相關課程。 

(4) 行政管理相關課程。 

備註：詳見學習護照。 

訓練

時間 

12 個月。 

訓練 1. 講授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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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2. 臨床實作學習、回覆示教。 

3. 醫學擬真訓練。 

4. 數位平台學習(醫院相關課程)。 

5. 呼吸治療長期照護臨床實務學習（16小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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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核

標準 

1. 筆試測驗。 

2. 技術評核(DOPS、mini-CEX)。 

3. CbD 學習單。 

4. OSCE 臨床技能考核。 

5. 學習護照。 

6. 個案報告。 

7. 文獻查證學習單。 

8. 跨領域團隊共同照護訓練學習單 

備註：詳見學習護照評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