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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提高國內醫療務水準，促進醫學教育研究工作，便於處理院外醫療人員，申請來院

受訓之審查，特訂本辦法。 

 

二、範圍 

本院接受公、私立醫院或衛生局、群體醫療執業中心等委託代訓醫事人員，有關院外

醫事人員申請至本院受訓，屬於本辦法之適用範圍。 

 

三、說明 

（一） 代訓類別 

本院接受公、私立醫院或衛生局、群體醫療執業中心等委託代訓醫事人員，

分為二類： 

1. 見習：屬觀摩學習性質，受訓期間不得超過六個月，僅限於參加討論會及

觀摩。 

2. 實習：屬委託訓練性質，得參加討論會，必要時得在本院上級醫療人員指

導下，有限度參與醫療檢查。 

（二） 受訓人員資格 

衛生局、群體醫療業中心等因政策需要經公函推薦現職人員來本院受訓者資

格得從寬認定。 

1. 醫師、牙醫師：須國內、外核准立案之醫學院醫學系（醫科）或牙醫學系

（牙醫科）畢業，領有中華民國醫師或牙醫師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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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類受訓醫事人員須為相關科系畢業，且領有中華民國醫事人員專業執

照。 

3. 護理人員：須領有中華民國護理師（助產師）、護士（助產士）執照。 

4. 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之外國人及華僑醫師，或外國醫事人員申請至本院

從事臨床進修，須依衛生福利部公告「領有醫師證書之外國人及華僑職業

管理辦法」及「教學醫院邀請外國醫事人員來台從事臨床教學或受理進修

應注意事項」辦理。 

5. 其他醫事人員：須視實際需要，其資格由有關科主任提出，呈報院長核定

之。 

（三） 申請時間及程序 

1. 時間：凡申請來院代訓者，須於受訓前一個月提出申請。 

2. 程序：申請醫院負責人備函推薦，檢附全部證件影本（含服務證明、畢業

證書、職業證書、執業執照），向本院申請。經本院各部主任核定並申該

科室負責擬辦覆文，副本送本院人事室查照。 

（四） 訓練期間及受訓證明之核發 

1. 見習：以六個月以內為原則，由本院各科決定。 

2. 實習：分為二、三、六個月及一年四種。但必要時得以專案申請延長，但

以三年為限。結訓後發給證書。 

3. 如以部份時間（每週一次或二次）來院受訓者，不論其受訓時間長短，一

律視同見習，不發給證明。 

（五） 受理作業 

未經本院函復通知其來院辦理報到前，不得提前到院見習或實習。 

（六） 報到作業 

受訓人員報到時，皆須填寫代訓人員報到程序單，並簽立「病人病歷隱私保

密切結書」。 

（七） 受訓人員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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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規定外，本院不支給任何待遇，膳宿自理。 

（八） 受訓人員之考核 

1. 見習人員：由本院各科決定考核方式。 

2. 實習人員：依下列方式辦理 

(1) 醫師、牙醫師：併同本院各科住院醫師考核規定辦理。 

(2) 藥師、醫檢師、護理人員及其他醫事人員:由本院負責指導人員初試，

科室主任複試。 

3. 受訓人員於本院受訓期間，若有違規事項，由本院科主任逕行警告，如仍

再犯，由本院決定停止其受訓，並函告原服務單位處分。 

（九） 結訓手續之辦理 

受訓人員結訓時，應依本院規定辦理離院手續。未辦理離院手續者，本院不

發給任何證明，並通知委託代訓醫院，中止該院再委託代訓其所屬醫事人員

之機會。 

（十） 受訓證明之發給 

受訓期在六個月內者，不發給任何證明。受訓六個月或六個月以上，經考核

合格者由本院發給受訓證明。 

（十一） 受訓費用 

1. 醫師、中醫師、牙醫師，得不收費。收費標準另訂之。 

2. 護理人員收費每名每月伍仟元整。 

3. 其他醫事人員收費每名每月參仟元為原則，得依各單位之臨床實務經院長

簽准後調整收費。 

4. 受訓期不足兩週者，受訓費用以兩週計算，不足一週者，受訓費用以一週

計算。聯合訓練者由訓練單位主管提出，經院長簽准後得免收費用。 

5. 本院訓練單位可申請提撥訓練費用百分之三十，以支應各項教學所需之

用。 

（十二） 實施及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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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經醫學教育委員會議通過，呈總院主管會議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使用表單 

（一） 代訓人員報到程序單（編號：222000-004-F-001）。 

（二） 代訓人員離院程序單（編號：222000-004-F-002）。 

（三） 實習受訓成績證明申請書（編號：222000-004-F-005）。 

（四） 病人病歷隱私保密切結書（編號：222000-004-F-006）。 



主題名稱 代訓院外醫事人員作業辦法 制定單位 醫教部 

編號 222000-004-P-002 版本 第 3.2 版 頁碼/總頁數  5/9 

 

 

版權為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所有，禁止任意抄襲、翻印及轉讓 

 

五、流程圖 

外院公文來函
提出申請

受訓單位
是否同意代訓

醫教部
回函答覆同意代訓

醫教部
回函致歉

是

否

醫教部
代訓人員報到

應填寫文件：
□代訓人員報到程序單
□代訓院外醫事人員學習護照
□病人病歷隱私保密切結書

報到應檢附文件：

□代訓費用

□衛生局報備函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畢業證書(影本)

□服務證明(正本)

□職業證書(影本)

□執業執照(影本)

受訓單位
安排訓練、評核成績

醫教部
申請受訓證明

應填寫文件：
□實習受訓成績證明申請書

醫教部
離院手續、繳回識別證、學

習護照
應填寫文件：
□離院程序單

完成代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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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考資料 

(略) 

 

七、附件 

（一）代訓院外醫事人員學習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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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件修正紀錄 

修正日期 版本 修正說明 備註 

90.02.08 1.0 新制訂 

90年 02月 08日 

八十九學年度第

五次醫學教育委

員會會議修訂通

過 

91.03.19 1.1 修改代訓院外醫事人員作業辦法 

91年 03月 19日 

九十學年度第四

次醫學教育委員

會會議修訂通過 

99.07.20 1.1 套用 SOP 格式 
 

100.04.12 2.0 

因應衛生署訂立新政策及教學醫院評鑑基準，修改代訓

院外醫事人員作業辦法。 

100 年 01 月 14

日 99學年度第 3

次醫學教育委員

會會議修訂通

過； 

100 年 04 月 12

日 100 年 4 月份

總院主管會議修

訂通過； 

100 年 06 月 20

日第 12 屆第 3

次董事會會議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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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日期 版本 修正說明 備註 

101.02.03 2.1 

增加第三項第十一目之 5 條文「本院訓練單位可申請提

撥訓練費用百分之三十，以支應各項教學所需之用。」 

101 年 02 月 03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醫學教育委

員會會議修訂通

過； 

101 年 02 月 07

日 101 年 2 月份

總院主管會議修

訂通過； 

101 年 03 月 26

日第 12 屆第 15

次董事會會議通

過 

102.02.25 3.0 

配合標準化文件管理辦法修正公布日期及進行年度臨時

檢閱 

 

103.09.15 3.0 年度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03.09.26 3.1 為致力於跨院際聯合訓練，擬訂定合宜之收費標準。 

103 年 09 月 26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醫學教育委

員會會議修訂通

過；103 年 10 月

7 日總院主管會

議修訂通過；103

年 11 月 24 日第

13屆第 4次董事

會會議通過；103

年 12 月 10 日公

告。 

105.12.31 3.1 年度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07.06.26 3.1 年度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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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日期 版本 修正說明 備註 

109.12.03 3.1 年度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10.07.28 3.2 依各單位臨床實務現況調整收費標準。 

110 年 07 月 28

日 109 學年度第

4 次醫學教育委

員會會議修訂通

過；110 年 10 月

05 日總院主管

會議通過；110

年 10 月 20 日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