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專校院醫事類科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應變機制修正說明表 
(台灣護理學會於 110 年 6 月 4 日提供之修正建議- 更新版) 

報考類別 護理師 

參與討論並

獲共識單位 

團體：台灣護理學會、臺灣護理教育學會 

學校：42 所護理相關校院 

機制別 現行機制 現行應變機制 

實習課程 
授課方式 

國考規範應達 
實體臨床課程 

(A) 

實體臨床課程 
(a) 

虛擬課程 
(如：線上、視訊、直播等) 

(b) 

其他課程 
(如：模擬教室、業

師、臨床教師到校)(c) 

合計 
(B)=(a+b+c) 

實習時數
註 1016 小時 812 小時 51 小時 153 小時 1016 小時 

比率 100% 80% 20% 100% 

機制別 現行機制 修正應變機制 

實習課程 

授課方式 

國考規範應達 
實體臨床課程 

(A) 

實體臨床課程 
(a) 

虛擬及其他課程 
(如：線上、視訊、直播、模擬教室、 

業師、臨床教師到校等) (b) 

合計 
(B)=(a+b) 

實習時數
註 1016 小時 508 小時  508 小時 1016 小時 

比率 100% 5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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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之理由 

(請以課程必要性、實習時數、學生權益等面向進行說明) 

課程必要性： 

護理著重在實際接觸個案之照護經驗，包含治療性人際關係的建立、技術操作、護理評估及問題確立等，

因此實體臨床課程仍有其必要性。 

實習時數： 

原規劃可以虛擬課程(如：線上、視訊、直播等)51 小時，及其他課程(如：模擬教室、業師、臨床教師到

校)153 小時應變，然因 COVID-19 疫情愈趨嚴峻，各級學校學生停止到校上課，虛擬課程時數用罄，在無

法確保實習場所環境安全下，護理應屆畢業生面臨實習停擺、實習時數不足之窘境。 
因此建議將非實體實習課程比率修正為 50%，且虛擬及其他課程時數可流用不另設限。 
另，因疫情變化難以掌控且影響甚鉅，建議可視情況滾動式修正實習課程應變機制。 

學生權益： 

學生實習仍以實體課程為主，以強化其護理知能，然因特殊狀況致無法進行實體實習時，能有應變機制，

輔以虛擬課程或其他多元替代方式，才足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此外，學生實習須以師生安全為優先考量，必須提供足夠的防護設備與知識，且應列入疫苗優先施打對

象，以維護其受教權益。 

備註： 

一、 實習時數(A=B)：係指各該職業管理法規施行細則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各醫事專門職業人員考試規則之規定所定實習時數。 

二、 依限報部(6/4 前)：請各類科邀集該領域之學校代表及考選部建議之相關學會(如附表)，針對各該類科實習授課方式(實體、虛擬或其他)進行

討論並獲具共識後，於 110年 6月 4日前正式函報本部；電子檔另寄 chunyi@mail.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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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類科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調整說明 

類科 一般課程進行方式 因應疫情調整方式 

護理師 依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護理師、普通考試

護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之實

習定義為：「實習」係指在臨床

或社區中實際接觸個案照護之

經驗，不包含示教室練習以及

機構參訪、見習之時數。 

實習學科包含基本護理學實習

(60 小時)、內外科護理學實習

(各 120 小時)、產科護理學實習

(120 小時)、兒科護理學實習

(120 小時)、社區衛生護理學實

習(120 小時)、精神衛生護理學

實習(120 小時)以及綜合實習等

科目加總需達總時數 1,016 小

時。 

一、實體臨床課程為 508 小時；非實

體臨床課程為 508 小時，各佔

50%比例，且以彈性多元教學課

程替代，「虛擬課程(如：線上、

視訊、直播等)」或「其他課程(如：

模擬教室、業師、臨床教師到

校)」時數可流用不另設限。 

二、因疫情變化難以掌控且影響甚

鉅，建議可視情況滾動式修正實

習課程應變機制。 

三、應提供防疫期間繼續實習之學

生和實習指導教師足夠的個人

防護物資。 

四、應將實習護生和實習指導教師

列入優先施打疫苗之對象，並由

學校統一造冊，向教育部申請。 

五、建議教育部調撥經費補助學校

採購高擬真模擬人，以因應疫情

持續時，利用 OSCE 課程替代因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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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類科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職業團體名單及其聯絡資訊 

序號 考試類科 職業團體 理事長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1 醫師 臺灣醫學會 倪衍玄 02-23310558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
常德街 1 號景福館 3
樓 

2 牙醫師  中華牙醫學會  張維仁 02-23116001 
10045 臺北市中正區
衡陽路 36 號 3樓 

3 中醫師 
台灣中醫醫學教育
學會 

蘇奕彰 
04-22053366 
分機 3008 或
3105 

404 台中市北區學士
路 91 號中醫學系辦
公室 

4 藥師 台灣藥學會  黃耀斌 02-23278623 
10641 臺北市大安區
信義路二段 74 號 8
樓 

5 醫事檢驗師 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李名世 02-89675031 
22061 新北市板橋區
四川路二段 239 號 6
樓 

6 醫事放射師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
學會 

王國偉 02-25505181~2 
10356 臺北市大同區
重慶北路二段 35 號
6樓之 1 

7 物理治療師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王子娟 
02-27719631 
02-27719634 

10556 臺北市松山區
八德路二段 374 號 3
樓之 3 

8 職能治療師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吳菁宜 
02-23820103   
02-23826496 

10044 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 9號 5樓之 3 

9 護理師 台灣護理學會 陳靜敏 
02-27552291、
02-27552292 

10680 臺北市大安區
信義路四段 281 號 4
樓 

10 營養師 台灣營養學會 張仙平 02-89789462 
11168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承 德 路 四 段
281 號 9 樓  

11 臨床心理師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 吳進欽 
07-
3215422#832 

80708 高雄市三民區
十全一路 100 號 高
雄醫學大學心理系 

12 諮商心理師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
會 

郭麗安 (02)2365-3493 
100 台北市師大路
18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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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考試類科 職業團體 理事長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13 呼吸治療師 台灣呼吸治療學會 朱家成 04-22926834 
40448 臺中市北區梅
川西路三段 66 號 3
樓 1034 室 

14 語言治療師
/聽力師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葉文英 02-25994956 
10453 臺北市中山區
雙城街 4 巷 2 號 2 樓
之 4 

15 助產師 台灣助產學會  高千惠 02-28273265 
11219 臺北市北投區
明德路365號親仁樓
5樓 B518 室 

16 牙體技術師 
中華民國牙體技術
學會 

趙仁志 
02-25431839 
02-25431869 

10455 臺北市中山區
松江路 42 號 11 樓之
10 

17 驗光人員 台灣眼視光學學會 賴裕源 02-27073253 
10658 臺北市大安區
信義路三段 172 號 4
樓之 1 

備註：本表來源為考選部(110.05.19 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