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軍總醫院「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各職類代訓項目
計畫

執行單位

提供他院之訓練項目及內容
重症呼吸照護

呼吸治療師 胸腔內科
長期呼吸照護

基礎課程
(每一科別)

物理治療師 復健醫學部

專業課程
訓練科別
1.骨科物理治療
2.神經物理治療
3.心肺物理治療
4.小兒物理治療

1. 肺泡回復術
2. 成人高頻震盪通氣治療
3. ECMO 病人之呼吸照護
1. IDS 呼吸器個案管理之實務技巧
2. RCC 呼吸器脫離訓練技巧及實務
3. RCW 長期呼吸器患者照護技巧及實務
1. 基礎物理治療評估與治療技術
(1) 正確治療儀器操作及使用
(2) 基本問診技巧
(3) 學習常見疾病之診斷與處置
(4) 學習基本臨床檢查及病歷相關紀錄之意
義
(5) 熟悉評估及治療技巧
(6) 了解治療之相關適應症及禁忌症
(7) 正確病例書寫及記錄
(8) 依據病患病情及家庭社會支持系統，訂
定適宜出院(轉介)目標並提供相關資訊
(9) 學習如何衛教病患及家屬
2. 專業知識與技能
(1) 臨床檢查判讀:有效判讀臨床表 現、數
據及影像
(2) 評估技巧:熟悉各種評估方式並運用至臨
床處置
(3) 實務訓練:有效整合及分析各種臨床知識
及治療技巧
(4) 醫學知識:了解疾病之相關鑑別診斷與處
置
(5) 治療技術整合與應用
(6) 基本設備操作能力
(7) 輔具評估及轉介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戴玉玲
呼吸治療師

(02)8792-3311
轉 34052

oyday100@gmail.com

劉宏章
物理治療師

(02)8792-3311
轉 88098

bryant480@gmail.com

計畫

執行單位

提供他院之訓練項目及內容

(8) 熟悉醫療團隊工作模式
(9) 培養以「病患為中心」之全人醫療精神
(10) 實證醫學(EBM)應用:利用文獻搜尋及閱
讀，學習相關醫學知識及妥善運用至治
療
1. 菜單設計
病人膳食供應與
2. 飲食製備與供膳流程行政管理
管理
3.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
營養師
營養部
1. 營養照護流程訓練
臨床營養治療與 2. 住院病人營養照護訓練
支持
3. 門診病人營養照護訓練
4. 團體營養衛教
1. 藥物治療監測暨藥物動力學藥事服務
藥師
臨床藥學部 2. 化療製劑藥事作業訓練
3. 靜脈營養製劑藥事訓練作業
提供專業實務訓練，以培養學員獨立執行職能治療評估與執行
治療計劃，參與垮領域合作照護。
1. 生理職能治療：
(1) 感覺動作評估
(2) 知覺認知評估工具
(3) 手功能評估
復健醫學部 (4) 輔具評估
(5) 日常生活評估
(6) 副木製作
職能治療師
2. 兒童職能治療：
(1) 感覺動作評估
(2) 動作發展評估
(3) 早期療育與評估
1. 成 人 精 神 疾 以培養學員獨立評估與執行治療計劃，參與
患職能治療
垮領域合作照護等能為主，內容包含各種精
精神醫學部
2. 兒 童 青 少 年 神疾病診斷的評估與治療、治療性活動執行
精 神 疾 患 職 與檢討、病歷寫作、臨床實務研究等。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胡懷玉
督導

(02)8792-3311
轉 17216

jane5209@mail.ndmct
sgh.edu.tw

周梅芳
訓練官

(02)8792-3311
轉 17310

meic615@gmail.com

施鳳眉
職能治療師

(02)8792-3311
轉 88169

may910531@yahoo.co
m.tw

李建樟
職能治療師

(02)8792-3311
轉 17381

chienchangli@gmail.c
om

計畫

執行單位

放射診斷部

醫事放射師

放射腫瘤部

核子醫學部

臨床心理師 精神醫學部

護理師

護理部

醫事檢驗師 臨床病理科

提供他院之訓練項目及內容
能治療
3. 老 年 精 神 疾
患職能治療
4. 職業復健
1. 磁振造影: 頭頸部造影、胸部造影、腹部造影、脊椎造影、
骨盆及四肢造影、磁振造影之影像
2. 診斷電腦斷層攝影: 心臟冠狀動脈造影
3. 超音波造影: 一般超音波、乳房超音波
4. 血管攝影: 神經系統血管攝影、非神經系統血管攝影、血管攝影
影像之診斷
1. 放射治療技術: 遠隔治療技術、近接治療技術
2. 模擬攝影或電腦斷層模擬攝影: 電腦斷層模擬攝影、一般模
擬攝影
3. 模具製作或鉛合金擋塊: 模具、鉛合金擋塊
4. 電腦治療計畫系統或劑量計算: 劑量計算、電腦治療計畫
5. 放射治療品保
6. 特殊放射治療技術: 強度調控放射治療
1. 核醫診斷造影技術、影像分析處理與品保: 正子造影／X 光
電腦斷層（PET-CT）
2. 核醫藥物與品保
3. 體內分析檢查或放射免疫分析技術與品保
4. 放射性核醫治療技術
成人、兒童青少年、老年、憂鬱及自殺防治、成癮行為臨床心
理學門
1. 專科特性訓練(急症、加護、燒傷護理、手術全期、消化系統、
呼吸系統、神經系統、心臟血管系統、血液腫瘤、內科、外
科、婦產科、兒科、精神科及五官科等專科)
2. 個案報告書寫技巧訓練班
專業課程階段
1. 進階醫學檢驗訓練課程
2. 臨床生化學訓練
3. 血庫學訓練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林文斾
醫事放射師

(02)8792-3311
jack1764lin@yahoo.co
轉 16426 或
m.tw
16428

翁茹萍
臨床心理師

(02)8792-3311
轉 17395

weng1010@ndmctsgh.
edu.tw

林利珍
副主任

(02)8792-3311
轉 12960

lin922@mail.ndmctsgh
.edu.tw

湯勝輝
醫事檢驗師

(02)87923311
轉 88093

neotang61@gmail.com

計畫

執行單位

提供他院之訓練項目及內容

4. 臨床細菌學訓練
5. 臨床黴菌或分枝桿菌學訓練
6. 臨床分子學訓練
7. 臨床病毒學訓練
8. 臨床毒藥物學訓練
專業課程階段
1. 行為聽力檢查（Behavioral Audiometry）
2. 中耳功能檢查（Middle Ear Function Assessment）
3.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4. 電生理檢查(Electrophysiological Assessment）
聽力師
耳鼻喉部
5. 特殊聽力檢查（Special Assessment）
6. 平衡功能檢查（Balance Function Assessment）
7. 聽能復健＆聽覺輔具評估與諮詢
8. 臨床諮詢（Clinical Counseling）
9. 聽力學實證本位服務
【核心課程】
1. 語言與溝通能力(成人及兒童)
成人語言與溝通能力評估
成人語言與溝通能力治療
兒童溝通與語言能力評估
兒童溝通與語言治療
2. 吞嚥評估與治療(成人及兒童)
復健醫學
語言治療師
吞嚥評估(成人及兒童)
部
吞嚥治療(成人及兒童)
3. 言語與嗓音(成人及兒童)
言語與嗓音評估(成人及兒童)
言語與嗓音治療(成人及兒童)
【專業課程(跨領域合作團隊照護)】
1. 長期照護病人
2. 兒童聯合評估
專業課程
牙體技術師 牙科部
1. 固定義齒技術: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葉文英
聽力師

(02)87923311
轉 16385

yeh8792@gmail.com

林淑琳
語言治療師

(02)8792-3311
轉 88170

lynn040@gmail.mail.
ndmctsgh.edu.tw

陳啟康
牙體技術師

(02)8792-3311
分機 34137

kcc226226@yahoo.com
.tw

計畫

執行單位

提供他院之訓練項目及內容
模型處理、蠟型設計、包埋、鑄造、研磨、燒瓷
2. 活動義齒技術:
金屬支架設計、蠟型製作、包埋、鑄造、研磨、部分;全口義齒
各種排法、樹酯煮聚、個人牙托、蠟咬緣
3. 兒童矯正技術:
空間維持器、矯正裝置器、平行模型製作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