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和醫院
醫院名稱： 財團法人台北醫學大學．署立雙和醫院
電話號碼： （ 02）22490088 轉 1611
通訊地址：
台北縣中和市中正路 291 號 2 樓復健醫學部
醫院網站連結：_http://www.shh.org.tw/_
醫院整體規模與其他綜合資料：
醫院層級：□醫學中心/準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地區教學醫院 □基層診所
病床數： 500 床；平均佔床率： 70 ％；平均每月門診人次：50000
復健科組織架構：
復健科主任:__劉燦宏醫師
病床數： 20 床；平均佔床率： 90 ％；平均每月門診人次：1800
專業人員：;物理治療 ;職能治療 ;語言治療 □義肢支架裝具□其他，請
說明_ _
物理治療單位：
負責人： 林立峰 ；職稱：技術長；聯絡電話：（02）22490088 轉 1611；
E-mail：08168@shh.org.tw
臨床實習負責人：林立峰；職稱: 技術長；聯絡電話：（02）22490088 轉 1611；
E-mail： 08168@shh.org.tw
物理治療師資歷：
工作資歷超過(含)4 年者有專任 6 人、兼任 0 人
工作資歷為 2 年(含)至 4 年者有專任 6 人、兼任 0 人
工作資歷為不滿 2 年者有專任 4 人、兼任 0 人
物理治療生：
工作資歷超過(含)4 年者有專任 1 人
可擔任臨床教師人數： 9 人（指臨床工作 2 年以上）
研究所碩士以上治療師： 7 人
研究所博士進修中： 1 人
實習病人型態：請依貴部門提供服務情形來勾選(門診與住院部份一併考量)
;1.神經系統損傷病患 ;2.肌肉骨骼系統病患 ;3.小兒科病患;4.心肺血管疾患
□5.其他特殊實習內容（□運動傷害，□尿失禁，□輔具，□長照，□燒燙傷）
是否提供 Bed-side PT實習？ □否 ;是，有那幾科或單位？神經內科、神經
外科、整型外科、骨科、外傷科、加護病房。
是否提供夜間實習：; 否 □是，請說明：

臨床實習教學部分：
1. 實習分站情形：請就實習分站或分段、學生輪換之實施狀況，簡述之。
骨科疾患物理治療

神經物理治療+
床邊物理治療

兒童物理治療

2. 是否要書寫病歷：□ 否 ;是；老師是否批閱：□ 否 ;是
3. 物理治療組或復健科內之教學研討活動 (指實習學生應參與的部份)：
;Journal Meeting ;Case Conference ;Book Reading ;Seminar(Topics)
;Others
H. 膳宿提供情形：
醫院暫不提供宿舍；餐飲比照員工，至餐廳用餐可享九折優惠。
I. 學生臨床實習期間：
1. 需要學系配合事宜： ;定期聯絡或訪視;□提供臨床教學參考模式或教材;
□協助臨床教學研討活動
2. 需要學生報到時特別注意事項：攜帶 1 吋大頭照辦理識別證。

實 習 物 理 治 療 師 臨 床 實 習 教 學 目 標
教學目標:
一. 培養專業的物理治療師
1.

具備專業行為及態度。

2.

能尊重病患的隱私及權利。

3.

注重病患、家屬與治療師本身之安全。

4.

具備適當的溝通技巧，能與病患、家屬及其它專業人員溝通

二. 整合在校所學的知識與治療技巧
1.

能將所學適當地運用於臨床工作。

2.

能選擇並執行正確的評估方法。

3.

能擬定恰當的治療目標和妥善的治療計畫。

4.

運用適當的技術治療病患。

5.

能正確並準時地以適當地格式記錄病歷。

教學對象：物理治療系(組)學生。
教學時間：18 週(分三站各六週)
教學內容：神經科及床邊、兒科、骨科物理治療等臨床實習。
上午

Neuro + bedside

Pediatric

Ortho

下午

Neuro + bedside

Pediatric

Ortho

實 習 物 理 治 療 師 臨 床 實 習 規 則
一、 服裝儀容及作息方面
A.遵守實習醫院之時間規定，準時出席各項教學活動及會議，並參與治療病患，
不得無故缺席。
B.服裝儀容應端莊整潔，並須穿著治療服。
C.尊重病患，並維護其隱私權。

D.應隨時注意病患之安全。
E.與病患及其家屬，必須建立良好的治療關係，不得無故爭吵。
F.認識專業特質，維持專業形象。
G.適時與治療團隊組成人員進行溝通，以求達到最高之實習成效。
F.熱心學習，並隨時與臨床指導老師評估病患，討論其治療方式、治療目標之設
定及病歷寫作等事項。
G.必須維護治療環境的整潔與安全。
H.注意儀器、設備的保養與清潔維護。
I.請假手續：請假時須填寫請假單，經技術長簽章核准後，即完成請假手續。
1.請假一天以八小時計，半天以四小時計。
2.事假須於半天前填妥請假單，徵得臨床老師及技術長許可。並將病患妥善交
班，即完成請假手續。
3.病假可以事後補請，但須於請假當天八點半前先以電話通知臨床實習老師，
並於假期後檢附本院或公立醫院診斷證明，以完成請假手續。
4.公假須於半天前，檢附各校公文或各校復健醫學（物理治療學）系系主任書
面資料，以完成請假手續。
5.如有偶發事件須當天請假者，須於請假當天八點半前先以電話通知臨床實習
老師即組長並請准，於假期後檢附證明文件，以完成請假手續。
6.未依規定請假完成，而擅自未到醫院或參加各類教學活動者，皆以曠課論。
一律需補足兩倍之曠課時數，方可結束實習。
7.遲到、早退或各類教學活動遲到、早退超過十五分鐘者，皆以一小時事假計。
8.其他未载明事項依學校實習手冊規定辦理。
K.醫院內各類病歷記錄、器材及物品不得擅自攜出，違反者以偷竊論。
L.實習物理治療師於實習期間，不得轉借病患至其他醫療機構或以非傳統物理治
療方式治療病患。
M.實習物理治療師於實習期間，不適至其他醫療機構兼差或打工。
N.值日生應依單位規定，執行各項合理之交託事務，不得推拖。

二、 臨床治療方面
1. 治療病患前請先自我介紹，態度要親切和藹。
2. 尊重病患之隱私，不宜在公開場合討論其病情。
3. 治療病人時，如有意外發生，需立刻通知臨床物理治療師。
4. 每天實習結束，需與臨床治療師討論病患之情況及治療情形，並閱讀相關資
料。
三、 病歷書寫方面
1. 病歷格式需依照臨床物理治療師之指導書寫。
2. Initial note 於接到新病人經三次治療後繳交，經臨床物理治療師批改後，需
改正的地方於三天內繳交。
3. Progressive note 於 Initial note 完成後四週內繳交，需改正的地方於三天內繳
交。
4. 換站時需繳交一份 Summary note。
5. 病人結束治療時，需繳交一份 Discharge note。
6. 詳細病歷要求依當站實習規定
四、 期刊及病例報告方面
1. 期刊報告前，需與指導老師決定報告之文章，有問題請隨時與指導老師討論。
2. 期刊報告時，需準備投影片及書面資料，書面報告於報告後一週內繳交。
3. 個案報告時，需先報告病歷內容，並準備一個與病患相關之小 Topic 以及治
療之示範。

學

術

活

動

一. 復健科學術活動行程表：
1. 每週一、二上午 8：00 至 8：30 為全科 STAFF 學術報告時間。
2. 每週三上午 8：00 至 8：30 為全科期刊討論會時間。
3. 每週四上午 8：00 至 8：30 為全科臨床個案報告時間。
4. 每天中午 11：30 以及下午 16：30 為讀書會、個案報告及專題討論時間。
5.

每個月的第三週(星期三)會保留給骨科聯合討論會。

二. 實習物理治療師學術活動種類：
1. Journal Meeting：一次，報告時間：25+5min’s。
2. Book Reading：分三站各一次，總共三次，報告時間：25+5min’s。
3. Case Presentation+Topic：分三站各一次，報告時間：25+5min’s。

三. 實習物理治療師學術活動評分標準
1、 評分表：
極優
95

佳
90

85

美中不足
80

75

70

讀書會

尚可

不及格

60

50

65

個案報告和主題

期刊
演講方式

演講內容

口齒清晰

掌握主題及重點

台風穩健

標題安排組織恰當

速度、聲調控制能力

內容邏輯正確、理解清晰

純熟度

圖表(病歷)說明恰當

表達能力

深一層探討或臨床應用之意義

教材製作

選擇適當的文獻或參考資料

各標題時間分配恰當

問題回答正確恰當

得分
學術活動總分
各項滿分為 100 分，取平均值後，再取各治療師評分之平均值，為該學術活動之
原始分。
2、 成績計算方式：
(1) 報告時間在規定範圍內，則加權比例為 100%，若超過或不足，則每 5 分鐘
加權比例扣 10%，不足 5 分鐘以 5 分鐘計，以此類推。
(2) T.R.書面報告須於口頭報告後七日內繳交給指導治療師，期限內繳交則加權
比例為 100%，每超過一日則加權比例扣 5 %。
(3) 原始分乘加權比例後為加權分，為此學術活動之總分。
(4) J.M.，T.R.，書面報告和 C.P.各佔 25%。各站學術活動總分為 J.M.，T.R.，書
面報告和該站 C.P.相加總分。
(5) 學術活動總分佔實習成績 25%。

病 歷 書 寫 及 臨 床 表 現 評 分 方 式
一. 各站最低應繳交的病歷種類份數：
 Neuro: CVA(1), SCI or HI(1)
 Neuro Bed Side: Neuro(1)
 Ortho: U/Q(1), L/Q(1), SPINE(1)
 Pediatric: C.P(1), D.D(1), Others(1)
以上供參考，由臨床指導治療師視實際情況彈性調整並規定之。
二. 病歷須於規定時間內交予臨床指導治療師修正，含
Initial (acceptance) note：三次治療後，一週內交出。

Progressive note：完成 Initial note 後，四週內繳交(S.O.A.P.)。
Summary note：換站前三到七天前交出。
DC note：已知 DC 或無故二次治療缺席視為 DC，一週內交出。
三. 學期末物理治療病歷紀錄評分方式：
 達臨床指導治療師規定份數，含Initial /Progressive/Summary note準時繳交，則
共評表中之物理治療病歷記錄部份加權比例 100%。
 未達上述份數之計算方式：每少一份加權比例少 10%。
 多於臨床指導治療師規定份數，則每多一份加權比例多 5%，最多加至物理治
療病歷記錄總分 95 分止。
 根據病歷內容表達的完整與正確性，由臨床指導治療師於共評表中之物理治療
病歷記錄部份中評分。
四. 評分表：
分站臨床實習成績
極優
95

佳
90

85

骨科

美中不足
80
神經
及床
邊

75

70

65

尚可

不及格

60

50

小兒

病歷書寫
臨床手法
臨床知識
與病人互動(包括衛教…)
與實習同學互動(包括合
作、幫忙…)
與臨床老師互動(包括主
動發問及參與討論、積極
性)
環境整理及器材收納
分站臨床表現得分
學

術

及
比率

學術活動

25%

骨科

25%

神經及床邊

25%

小兒

25%

實習總得分

臨
得分

床

共

加分

減分

評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