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107年 5月 10日 106學年度第 8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辦法適用本系大學部學生之臨床實習課程修習。本系學生實習，除教育

法令別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理之。 

二、本系學生必須修習完畢大一到大三所有專業必修科目且成績均達 60分以

上，才能修習「物理治療臨床實習（一）～（六）」：物理治療導論、肌動

學、物理治療因子學及實習 、基礎物理治療學及實習、操作治療學及實習、

骨科物理治療學及實習(一)(二)、神經科物理治療學及實習(一)(二)、心

肺物理治療學及實習(一)(二)、小兒科物理治療學、小兒物理治療學實習、

運動生理學、生物力學概論、物理治療管理學、物理治療倫理學、物理治

療臨床見習。 

三、學生應實習至少三十六週（1440小時），其中應包含必修學科：（一）肌肉

骨骼系統物理治療（含運動傷害）、（二）神經系統物理治療（含長期照護）

學、（三）呼吸循環物理治療（含體適能促進）或小兒物理治療（含教育系

統介入），至少各六週（240小時），且其中 18週應於衛生福利部認定之教

學醫院進行。 

四、實習單位評估： 

（一） 成大醫院物理治療中心與復健科為本系當然實習單位。 

（二） 校外實習單位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1.  衛福部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 

2. 臨床教師須具備三年以上工作資歷，實習師生比至少為 1:2。 

3. 至少規劃三項以上的定期教學活動，如 journal meeting、case 
presentation、case conference、book reading、topic 等。 

4. 有本系以外的大學部實習學生。 

（三） 不符合前兩項但可提供考選部規範物理治療師考試選修學科實習

內涵(如長期照護、社區與居家復健、輔具評估與服務及一般科物

理治療等)之校外實習單位，得另經本系實習委員會評估及系務會

議審議通過。 

五、實習單位選擇： 

（一） 實習單位之選擇分為“分發制”和“申請制”兩種。 

（二） 選擇“申請制”的學生，必須依照每學年實習說明會或系網頁公

告之實習單位名單，自行申請並安排全部實習週（時）數。 

（三） 選擇“分發制”的學生，由本系實習委員會依各實習單位之制度

與名額，於四月下旬輔導學生依大一至大三上學期成績排名順序完成選

填分發。 

（四） 原則上，學生不可全年在同一實習單位實習。若因健康因素，須

檢附醫師疾病診斷證明，經本系實習委員會評估及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方可全年於同一實習單位實習。 

（五） 大三學生因上學期專業科目不及格，欲在次學年度下學期開始實

習者，可由本系實習委員會安排，但對於實習單位安排不得有異議。 

（六） 大四學生因個人因素造成實習中斷或成績不及格，須接受本系實

習委員會及系務會議決定之後實習醫院的安排，對於實習單位安排不得



有異議。 

六、實習單位確認後，學生應填寫並繳交臨床實習項目與時數紀錄表（附件一）

和實習同意書（附件二）。 

七、實習期間，學生按照實習機構之行事曆以及工作時間作息，並遵守實習機

構之人事、差勤與行政相關規定。 

八、學生於實習期間因病或事故奉准請假，請假日（時）數需按醫院規定補足，

始給予實習成績。未經奉準請假曠職三天以上，或者請假時數超過實習時

數三分之一者，該學期實習成績零分計算。  

九、實習成績由各實習醫院臨床教師根據學生表現給予評分。  

十、本系教師於學生實習期間進行訪視，並填寫訪視紀錄表(附件三、附件四)。

若學生有學習困難或適應不良等特殊狀況，依流程(附件五)進行協商與輔

導。 

十一、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______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臨床實習項目、時數紀錄 

合計 

單位名稱(請註明時段) 

 

  

實習項目 

基
本
項
目 

骨骼肌肉系統物理治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神經系統物理治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呼吸循環系統物理治療 

(含床邊物理治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兒物理治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選
修
項
目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附註 1: 每週 40小時計算。例如，全天在神經物治，6週即達 240小時；半天在神經物治，12週即達 240小時。 

附註 2: 選修項目可包括：運動傷害與運動科技、長期照護、特殊教育、復健、社區與居家復健、體適能與健康促進、腫瘤癌症物理治療、燒燙傷物理治療、職場物理治療、

婦女健康、身心障礙之鑑定或需求評估、身心障礙服務、輔具評估與服務、中醫物理治療、安寧與臨終照護及一般科物理治療等。 
 

  

附件一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實習同意書 

 

本人 ________________自 _______學年 ____學期起至 ______學年

_____學期止，到以下實習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至少填寫兩家實習單位；若因健康因素，需附

醫師疾病診斷證明，並經本系實習委員會評估及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方可全年於同一醫院實習)進行物理治療臨床實習。 

一、同意遵守實習單位一切實習相關規定。 

二、同意倘若因個人因素造成實習中斷或成績不及格，之後實習醫

院的安排將全由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決定。 

 

此致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立同意書人 

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E-mail： 

家長簽名：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臨床實習單位訪談記錄表 
實習單位：                      實習負責人：                   訪談老師：                  
訪談方式：□面談 □電談 □其他                      填表日期：                  
實習學生：                  

實習站別 

□骨科，週數     ，治療病患人數       /日 □神經，週數     ，治療病患人數       /日 

□小兒，週數     ，治療病患人數       /日 □心肺，週數     ，治療病患人數       /日 

□其他，週數     ，說明                                    ，治療病患人數       /日 

實習學生人數：大學     人   五專     人    共_______間學校 

教學活動(學生平均在每站參加次數/報告次數) 

□Book reading     /    次   □Journal meeting     /    次   □Case presentation     /   
次 

□Topic presentation    /    次 □Case conference    /    次  □考試    /    次 

□其他                      /    次 

臨床教學參考書目： 

 
該實習生在實習各站的表現 
 骨科：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不適用 
 神經：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不適用 
 心肺：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不適用 
 小兒：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不適用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不適用 
該實習生與臨床老師、病人、同儕及其他醫療成員之互動情形 
 與臨床老師之關係：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與病人之關係：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與同儕及其他醫療成員之關係：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該實習生有何特別需要輔導之處？ 
 
 
 

對學校教學內容與實習安排的建議？ 
 
 
 

評分標準 極佳: 比一般同學做得更好; 佳: 能達成所有基本要求; 可: 能達成大部份基本要求; 待改

進: 需加強的地方還有很多 
  臨床實習委員會：__________________        系主任：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臨床實習學生訪談紀錄 
實習單位：                      實習學生：                _ 訪談老師：                  

訪談方式：□面談 □電談 □其他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實習生填寫項目 

該實習單位臨床教學情況 

 Orientation時，臨床老師有說明實習目標與評估標準：□有 □無 

 教學活動的學習效果：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臨床老師能及時指導與回饋：□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你(妳)與該實習單位臨床老師、病人、同儕及其他醫療成員之互動情形 

 與臨床老師之關係：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與病人之關係：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與同儕及其他醫療成員之關係：□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你(妳)在該實習單位各站適應情形 

● 骨科：□良好  □普通  □不良                ● 神經：□良好  □普通  □不良  

● 小兒：□良好  □普通  □不良                ● 心肺：□良好  □普通  □不良 

● 其他：□良好  □普通  □不良 

你(妳)目前住宿情形：□家中  □醫院宿舍  □租屋，到實習單位所需時間：__________ 

你(妳)在該實習單位之整體學習成效？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你(妳)對該實習單位之整體滿意程度？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說明： 

 

實習之後，你(妳)對在校各科目授課內容與教學方式，有何建議？ 

 

 

訪談教師填寫項目 
 實習生與您交談時，溝通及互動情形：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實習生談到實習時，其積極參與程度：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實習單位對實習生的訓練，是否落實？ □極佳  □佳  □可  □待改進 
其他說明： 
 

 
  臨床實習委員會：__________________        系主任：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四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實習學生特殊狀況處理流程 

 

 

 

 

 

 

 

 

 

 

 

 

 

 

  

臨床指導老師 學生 

反應問題 

訪視老師或導師承接問題 

進行初步輔導 

視需要召開臨床及校外

實習委員會 

回復正常實習 

成功 

失 

敗 

綜合問題與處理方案 

提報系務會議決議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