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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本系學生在各大醫院實習，由於各醫院實習項目略不相同，

為了使實習生實習時能依循考選部規定 102年 6月畢業生之

醫檢師國考之實習學科、實習內涵、實習週（時）數與操作

內容，特訂定本實習計劃，並藉計劃內之＂核心課程＂以導

引學生的臨床實習訓練。鑒於本系學生實習醫院散佈十所教

學醫院，每一個醫院的實習內容也略有不同，整合核心科目，

作為實習教學的參考，並評估實習生是否具備各項核心能力

極為重要，希望能藉著本實習計畫，使得學校的教育能和臨

床實習能夠順利接軌。學生在各醫院實習最低總週（時）數

不得低於 20  週（800  小時），在校所選實習學分(含必修及選

修)及實習週數須符合學校及考選部規定。 

 

 

 

 

 

 

 



 

實習目標與評量 

 

一、實習教育總目標 

本系教育宗旨為『培養醫學檢驗與生物技術的專業人才』。 

學生於四年級須至衛生署公布之具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療院所檢驗

部門實習，在醫院臨床實習階段以實際觀察、操作機會及臨床的學習，瞭

解臨床檢驗作業內容，獲得寶貴的實驗室工作經驗，及從臨床工作中養成

視病猶親的專業職責，培育成兼具臨床醫學檢驗技術與理論之人才，以及

具備人性關懷素養、專業知識及國際視野之人才。 

 

二、醫學檢驗專業臨床實習目標為： 

1.  提升臨床檢驗技能。 

2.  驗證學校所學之基礎與專業課程。 

3.  完成臨床專業課程之技能操作。 

4.  培養溝通表達，尊重與參與熱忱 

5.  增強臨床專業技能及重視病患安全的警覺性。 

 

三、實習目標評量：請實習指導老師依實習表現評核給分。 

              (建議各醫院以85分為基本分數) 

1.  實習學習態度與專業實務。 

      1)  臨床專業表現(專業認知、操作技能與學習成效)‐‐‐ 70 % 

      2)  報告與作業(專題討論、病例分享、資料收集)‐‐‐‐‐‐‐30%   

2.  實習後完成測驗。 

 

 

 



 

臨床鏡檢實習計畫 

ㄧ、實習學分： 3 學分 

二、實習場所：教學醫院檢驗科(或臨床病理部)之臨床鏡檢部門。 

三、實習週數(時)最低標準：3週(含抽血練習)，每週至少40小時 

四、實習目標： 

1、熟悉檢驗工作內容(檢體處理、儀器校驗、品管)及工作環境。 

2、運用各類鏡檢檢測儀器操作(原理、品管、維護保養)及練習。 

3、檢驗結果驗證與報告核發。 

4、運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練習採血與實際操作。 

5、主動搜尋檢驗專業資訊，並運用於臨床實務中。 

6、認同醫檢人員在醫療團隊中的角色、功能與職責。 

五、實習教學內容與操作內容： 

實習教學內容 

鏡檢作業流程介紹、檢體採檢須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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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含顯微鏡）、鏡檢品管(包含內、部品管)、結果驗證與報告核發、異常

與危險值之處理。 

操作內容 

Urine routine/Urine sediment、Pregnancy test、Stool routine /Occult blood、

Parasite ova、CSF routine、Body fluid routine、Semen analysis、vacuum 

puncture。 

六、基本核心能力，至少需完成下列操作練習  (需有教學醫檢師簽章認可後，

方可視為完成該項學習)。   
 

1. 抽血 20 件 
2. Urine Chemistry：10 件 
3. Urine Sediment：10 件 
4. Stool Routine (含外觀,occult blood, parasite ova 等)：5 件 
 

 



 

臨床血清免疫實習計畫 

ㄧ、實習學分： 2 學分 

二、實習場所：教學醫院檢驗科(或臨床病理部)之臨床血清免疫部門。 

三、實習週數(時)最低標準：2週（80 小時） 

四、實習目標： 

1、熟悉檢驗工作內容(檢體處理、儀器校驗、品管)及工作環境。 

2、運用各類檢體檢測項目(過敏原、賀爾蒙、癌標識)原理、品管及練習。 

3、檢驗結果驗證與異常報告處理。 

4、HLA Typing。 

5、主動搜尋檢驗專業資訊，並運用於臨床實務中。 

6、認同醫檢人員在醫療團隊中的角色、功能與職責。 

五、實習教學內容與操作內容： 

實習教學內容 

作業流程介紹、檢體採檢須知、檢體處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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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異常與危

險值之處理。 

操作內容 

微生物抗原快速檢驗、內外部品管評估、梅毒血清檢驗、微生物血清檢

驗、病毒血清檢驗、自體抗體與血清蛋白質檢驗。 

六、基本核心能力，至少需完成下列操作練習  (需有教學醫檢師簽章認可後，

方可視為完成該項學習)。   

1.  微生物抗原快速檢驗：5件  

2.  RPR/VDRL：5件  

3.  TPHA/TPPA：5件  

4.  內外部品管評估：5 項目  

 

 

 

 

 

 



 

臨床生化實習計畫 

ㄧ、實習學分： 2 學分 

二、實習場所：教學醫院檢驗科(或臨床病理部)之臨床生化部門。 

三、實習週數(時)最低標準：2週（80 小時） 

四、實習目標： 

1、熟悉生化檢驗工作內容(檢體處理、儀器校驗、品管)及工作環境。 

2、運用生化檢測項目臨床意義。 

3、各種自動分析儀操作(原理、品管、維護保養)。 

4、生化檢驗結果、品管驗證與異常報告處理。 

5、主動搜尋檢驗專業資訊，並運用於臨床實務中。 

6、認同醫檢人員在醫療團隊中的角色、功能與職責。 

五、實習教學內容與操作內容： 

實習教學內容 

生化作業流程介紹、檢體採檢須知、檢體處理、生化儀器種類與檢測

項目介紹、各類儀器測定原理與操作介紹、檢驗電腦作業、生化品管、

結果驗證與報告核發、異常與危險值之處理。 

操作內容 

自動分析儀實際上機操作(含校正)、分析前異常檢體之辨識及處理、

內外部品管評估、分析後檢驗結果驗證與判讀、Carbohydrates、Lipid 

profiles、Cardiac markers 、Renal function tests 、Liver function tests、

Hormone tests、Blood gas tests。 

六、基本核心能力，至少需完成下列操作練習  (需有教學醫檢師簽章認可後，

方可視為完成該項學習)。   

1. 自動分析儀實際上機操作（含校正） 

2. 分析前異常檢體之辨識及處理：3 例 

3. 內外部品管評估：5 項目 

4. 分析後檢驗結果驗證與判讀：10 例 

 
 



 

臨床微生物實習計畫 

ㄧ、實習學分： 4 學分 

二、實習場所：教學醫院檢驗科(或臨床病理部)之臨床微生物部門。 

三、實習週數(時)最低標準：3週（120 小時） 

四、實習目標： 

1、熟悉病源性細菌的鑑定 (檢體處理、培養染色、品管)及生物安全。 

2、藥物感受性試驗項目及儀器操作(原理、品管、維護保養)及練習。 

3、檢驗結果判讀、品管驗證與異常報告處理。 

4、熟悉細菌室與院內感控的關係。。 

5、主動搜尋檢驗專業資訊，並運用於臨床實務中。 

6、認同醫檢人員在醫療團隊中的角色、功能與職責。 

五、實習教學內容與操作內容： 

實習教學內容 

檢體作業流程、採檢注意事項、檢驗項目與測定原理介紹、P2 Lab 生

物安全介紹、生化反應原理、各類儀器測定原理與操作介紹、品管、

結果驗證與報告核發、異常與危險值之處理。 

操作內容 

抹片製作、染色及鏡檢、判讀AFS stain、嗜氧性細菌培養與鑑定、厭

氧性細菌培養與鑑定、酵母菌鑑定、藥物敏感性試驗、完成檢體收件、

接種至後續培養及結果判讀。 

六、基本核心能力，至少需完成下列操作練習  (需有教學醫檢師簽章認可後，

方可視為完成該項學習)。   

1. 抹片染色 Gram stain：10 件 

2. 判讀 AFS stain：10 件 

3. 嗜氧菌鑑定：5 件 

4. 厭氧菌鑑定：3 件 

5. 藥敏試驗：5 件 

6. 完成檢體收件、接種，至後續培養及結果判讀：1件 

 

 



 

臨床血液實習計畫 

ㄧ、實習學分： 2 學分 

二、實習場所：教學醫院檢驗科(或臨床病理部)之臨床血液實習部門。 

三、實習週數(時)最低標準：2週（80 小時） 

四、實習目標： 

1、熟練血液抹片製作、染色方法、血球形態的觀察、與操作。 

2、清楚血液成份製品之資訊作業流程，簽收、核發與應用。 

3、檢驗血液凝固檢查項目之原理、操作、判讀、品管驗證與報告處理。 

4、熟悉特殊染色檢驗理及臨床意義。 

5、主動搜尋檢驗專業資訊，並運用於臨床實務中。 

6、認同醫檢人員在醫療團隊中的角色、功能與職責。 

五、實習教學內容與操作內容： 

實習教學內容 

作業流程介紹、檢驗項目與測定原理介紹、各類儀器測定原理與操作

介紹、血液抹片之製作、血液抹片教學、結果驗證與報告核發、血液

品管、異常與危險值之處理。 

操作內容 

推片與染色、血液抹片的判讀、異常或危險值之處理、CBC、Hemostasis 

(PT, APTT)、WBC 分類、RBC morphology。 

六、基本核心能力，至少需完成下列操作練習  (需有教學醫檢師簽章認可後，

方可視為完成該項學習)。   

1.推片與染色：10片 

2.血液抹片的判讀：正常10片、不正常5片 

3.異常或危險值之處理；5例  

 

 

 

 



 

血庫實習計畫 

ㄧ、實習學分： 1 學分 

二、實習場所：教學醫院檢驗科(或臨床病理部)之血庫實習部門。 

三、實習週數(時)最低標準：1週（40 小時） 

四、實習目標： 

1、遵守血庫組注意事項，包含零錯誤的輸血安全、備血檢體、備血單、

備血品、有效期限、使用及退血..等等規定。 

2、了解血液製品、Whole blood、Pack RBC、FFP、Platelet 之有效期限、

保存溫度保存方法、及所含抗凝劑。 

3、檢驗血液凝固檢查項目之原理、操作、判讀、品管與異常報告處理。 

4、熟悉各類試驗、特殊檢驗、交叉配合試驗（Manual polybrene method），

及 Alloantibody screening 後如何作 identification 及臨床意義。 

5、主動搜尋檢驗專業資訊，並運用於臨床實務中。 

6、認同醫檢人員在醫療團隊中的角色、功能與職責。 

五、實習教學內容與操作內容： 

實習教學內容 

作業流程介紹、檢驗項目與測定原理介紹、各類儀器測定原理與操作

介紹、備血作業流程、供血作業流程、血庫品管、血品入出庫管理、

輸血反應調查。 

操作內容 

ABO typing、Rh typing、Antibody screening、Cross-matching test、

輸血反應調查分析。 

六、基本核心能力，至少需完成下列操作練習  (需有教學醫檢師簽章認可後，

方可視為完成該項學習)。   

1.ABO typing：10件 

2.Rh typing：10件 

3.Antibody screening test；5件 

4.Cross match：2件 

5.輸血反應調查分析：1件  

 



 

臨床生理實習計畫 

ㄧ、實習學分： 2 學分 

二、實習場所：教學醫院檢驗科(或臨床病理部)之臨床生理相關部門。 

三、實習週數(時)最低標準：2 週（80 小時） 

四、實習目標： 

1、遵守院內規定外，隨時保持親切笑容與禮儀，並維護病患安全。 

2、臨床生理檢查要顧及病患之隱私、資訊及兩性平等權益。 

3、熟悉各類臨床生理檢查項目之原理、操作、簡易判讀與異常報告處理。 

4、見習各特別檢查試驗、作業流程及臨床意義。 

5、主動搜尋檢驗專業資訊，並運用於臨床實務中。 

6、認同醫檢人員在醫療團隊中的角色、功能與職責。 

五、實習教學內容與操作內容： 

實習教學內容 

作業流程介紹、檢驗項目與測定原理介紹、各類儀器測定原理與操作

介紹、心電圖、肺功能、其他（肌電圖/腦波/超音波）、急救課程簡

介。 

操作內容 

心電圖、肺功能、其他(肌電圖/腦波/超音波)、CPR。 

六、基本核心能力，至少需完成下列操作練習  (需有教學醫檢師簽章認可後，

方可視為完成該項學習)。   

1.心電圖操作：10件 

2.肺功能操作：2件 

3.超音波：1件 

4.CPR：安妮模型操作 (實習前須在學校完成操作)。 

 

 

 

 



 

病理切片及細胞診斷實習計畫 

ㄧ、實習學分： 1學分 

二、實習場所：教學醫院檢驗科(或臨床病理部)之病理切片及細胞診斷部門。 

三、實習週數(時)最低標準：1週（40 小時） 

四、實習目標： 

1、遵守院內規定之實驗室作業流程及安全守則。 

2、觀察病理解剖及病理檢查之目的及時機。 

3、熟悉組織切片技術及與細胞抹片製作。 

4、各種染色方法之原理、技術、顯微鏡觀察、判讀與異常報告處理。 

5、見習自動標本處理機、自動染色機及自動切片封片機之介紹、操作示

範、實地操練及保養。 

6、主動搜尋檢驗專業資訊，並運用於臨床實務中。 

7、認同醫檢人員在醫療團隊中的角色、功能與職責。 

五、實習教學內容與操作內容： 

實習教學內容 

作業流程介紹、細胞染色原理介紹、組織切片與細胞抹片製作及染色、

基本細胞判讀、特殊染色原理介紹。 

操作內容 

組織石蠟塊切片、染色、非婦科細胞抹片製作及婦科抹片染色、特殊

染色觀察、正常及不正常細胞抹片觀察。 

六、基本核心能力，至少需完成下列操作練習  (需有教學醫檢師簽章認可後，

方可視為完成該項學習)。   

1. 組織切片製作： 5件  

2. 細胞片製作：5件  

 

 

 

 
 



 

醫學分子檢驗實習計畫 

ㄧ、實習學分： 1 學分 

二、實習場所：教學醫院檢驗科(或臨床病理部)之醫學分子檢驗部門。 

三、實習週數(時)最低標準：1週（40 小時） 

四、實習目標： 

1、遵守院內規定之實驗室分子生物技術作業流程及安全守則。 

2、了解微生物特有的基因片段， PCR 的引子或探針設計。 

3、熟悉作業流程及正確檢體採集。 

4. 了解醫學分子檢驗的重要性，維護病人的隱私。 

5. 練習核酸萃取技術、PCR 操作及判讀與異常報告處理。 

6、主動搜尋檢驗專業資訊，並運用於臨床實務中。 

7、認同醫檢人員在醫療團隊中的角色、功能與職責。 

五、實習教學內容與操作內容： 

實習教學內容 

檢體處理作業流程、檢體採檢注意事項、檢驗項目與原理介紹、結果

驗證與報告核發、異常結果處理、分子檢驗品質管理。 

操作內容 

核酸萃取、PCR 操作及判讀。 

六、基本核心能力，至少需完成下列操作練習  (需有教學醫檢師簽章認可後，

方可視為完成該項學習)。   

1. 檢體之核酸萃取。  2件 

2. PCR-RELP 操作及判讀。  2件 

        3. 微生物分子檢驗。 2件 

        4. HLA typing 觀摩。2次 

 

 

 

 



 

臨床病毒檢驗實習計畫 

ㄧ、實習學分： 2 學分(選) 

二、實習場所：教學醫院檢驗科(或臨床病理部)之臨床病毒檢驗部門。 

三、實習週數(時)最低標準：1週（40 小時） 

四、實習目標： 

1、遵守病毒室環境及作業流程及安全守則。 

2、瞭解病毒檢驗之重要性，病毒檢驗技術的發展等基本概念。 

3、熟悉作業流程及正確檢體採集。 

4. 瞭解細胞培養的技術及與鑑定上的應用(實地操作加深印象)。 

5、主動搜尋檢驗專業資訊，並運用於臨床實務中。 

6、認同醫檢人員在醫療團隊中的角色、功能與職責。 

五、實習教學內容與操作內容： 

實習教學內容 

檢體處理作業流程、檢體採檢注意事項、檢驗項目與原理介紹、結果

驗證與報告核發、異常結果處理、病毒檢驗品質管理。 

操作內容 

病毒培養術(細胞培養法、雞胚胎蛋接種法)、病毒活性滴定(TCID50、

溶斑滴定)、免疫螢光染色(直接法、間接法)、病毒抗體之檢測、病毒

快速檢驗等。 

六、基本核心能力，至少需完成下列操作練習  (需有教學醫檢師簽章認可後，

方可視為完成該項學習)。   

1.負責當日垃圾分類。1次 

2.病毒細胞株之培養、CPE判讀及鑑定。1件 

3.螢光抗體鑑定、結果判讀。1 件 

4.其它血液中抗原及抗體測定。各 2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