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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物理治療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為辦理學生實習分發作業，

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 8 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學系學生之實習作業相關規定如下： 

(一) 本學系於學生實習前應進行實習機構篩選及評估，評估項目包括：實習內容、實習權

益保障及實習安全等項目。 

(二) 本學系學生臨床實習人數、實習單位由本學系實習委員會指定並送校實習委員會備

查。 

(三) 分發作業完成後應與各實習單位簽訂實習合約，依合約辦理相關事宜，並將實習合約

副本及相關資料送交本校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 

(四) 參加實習學生經分發後，不得任意變更，若確實有更改實習單位之需求者，經系實習

委員會協調後，由系主任簽請院長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辦理。 

(五) 實習期間，本校需給予本學系實習學生投保實習團體保險。 

(六) 為維護實習學生與實習單位人員、病患之健康，實習學生應於實習前依據各實習單位

之規定進行健康檢查。 

(七) 學生於實習期間，除應遵守本校相關規定外，並遵守各實習單位之規定(含請假規

則)。如有違規者，則依照本校學生獎懲準則議處。 

(八) 實習結束後，本學系應彙整各實習單位評定之學生實習成績，並輸入至本校校務資訊

系統，送交教務處備查。 

三、 實習條件：學生於開始實習前須修畢或修滿一至三學年中本學系所規定之專業核心課



程者，始得參加實習。 

(一) 專業核心課程包括： 

1. 本學系專任教師所開設之必修課程： 

物理治療導論、表體解剖學、物理治療生涯規劃、基礎物理治療學(一)、基礎

物理治療學實習(一)、物理因子治療學(一)、物理因子治療學實習(一)、物理

治療倫理學、肌動學、基礎物理治療學(二)、基礎物理治療學實習(二)、操作

治療學、操作治療學實習、物理因子治療學(二)、物理因子治療學實習(二)、

骨科物理治療學、骨科物理治療學實習、小兒物理治療學、小兒物理治療學實

習、物理治療臨床見習(一)、義肢與科技輔具學、義肢與科技輔具學實習、神

經物理治療學、神經物理治療學實習、呼吸循環物理治療學、呼吸循環物理治

療學實習、日常生活機能再教育、日常生活機能再教育實習、物理治療管理學、

物理治療臨床見習(二)、物理治療職涯規劃。 

2. 其他必修：解剖學(及實驗)、生理學(及實驗)、復健醫學、內科學概論、外科學

概論、小兒科學概論、骨科學概論、 神經科學概論、公共衛生學概論。 

(二) 非專業核心課程不及格者，准予臨床實習，但在實習期間不准修讀日間部任一門課程。 

(三) 曾休學一年(含)以上之大四實習復學生，需經學系評估通過後並由實習委員會確認，

方可參與實習。 

四、 實習分發：本學系實習制度分為『申請分發』與『直接分發』兩制並行，學生申請分

發或直接分發之實習單位，經學系最後確認後，才完成實習分發作業。 

(一) 申請分發：依學系擇定實習單位之申請辦法提出申請。學生經申請後已確認整學年

實習單位，不得再參與直接分發。 

(二) 直接分發：未於申請分發制度提出實習申請者，或未申請到適合站別或實習單位者，

則進入直接分發流程。 

1. 每學年直接分發作業於前一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作業。實習單位與其名額，由

本學系與實習單位協調後統一公布。 

2. 本學系學生臨床實習之直接分發方式，依學業成績決定選填志願順序，其學業

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依學業成績高低順序選擇實習單位之學業成績包括二上至三上之學業平均成績

（以教務處成績總表上所列為準，包含不及格及重修科目），計算方式為二上至

三上三個學期成績的平均。  

3. 雙主修、轉系、轉學學生之成績以本學系課程科目學分表二上至三上之對應科

目計算 (通識課程以二上至三上選修科目計算)。 

(三) 實習無法於同一學年度完成者，得申請跨學年度實習(第二學期開始實習者)。跨學



年度實習者，於該學年度第一學期期中考後進行分發。若分發後實習週數仍不足者，

可參與下一屆實習分發作業。 

五、 實習輔導： 

(一) 若學生於實習期間，出現實習適應困難之情況，將依據本學系輔導流程進行處理。 

(二) 學生實習期間，本學系應對實習生及實習單位進行訪視，訪視內容需包含學生權益

事項之確認，每學期至少 2 次以上為原則，以了解學生實習情況。 

六、 實習期間學生、教師、實習單位之權利義務，依據與各實習單位簽訂之實習合約辦理。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送教務處檢核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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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物理治療學系

(以下簡稱本學系)為辦理學生實習分發

作業，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 8 條規

定訂定本要點。 

一、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物理治療學系

(以下簡稱本學系)為辦理學生實習分發

作業，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七條規

定訂定本要點。 

依據母法

第 8條進行

法源依據

修改 

二、同原條文 

二、本學系學生之實習作業相關規定如下： 

(一) 本學系於學生實習前應進行實習機

構篩選及評估，評估項目包括：實習

內容、實習權益保障及實習安全等項

目。 

(二) 本學系學生臨床實習人數、實習單位

由本學系實習委員會指定並送校實

習委員會備查。 

(三) 分發作業完成後應與各實習單位簽

訂實習合約，依合約辦理相關事宜，

並將實習合約副本及相關資料送交

本校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 

(四) 參加實習學生經分發後，不得任意變

更，若確實有更改實習單位之需求

者，經系實習委員會協調後，由系主

任簽請院長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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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五) 實習期間，本校需給予本學系實習學

生投保實習團體保險。 

(六) 為維護實習學生與實習單位人員、病

患之健康，實習學生應於實習前依據

各實習單位之規定進行健康檢查。 

(七) 學生於實習期間，除應遵守本校相關

規定外，並遵守各實習單位之規定

(含請假規則)。如有違規者，則依照

本校學生獎懲準則議處。 

(八) 實習結束後，本學系應彙整各實習單

位評定之學生實習成績，並輸入至本

校校務資訊系統，送交教務處備查。 

三、實習條件：學生於開始實習前須修畢或

修滿一至三學年中本學系所規定之專業核心

課程者，始得參加實習。 

(一) 專業核心課程包括： 

1. 本學系專任教師所開設之必修

課程： 

物理治療導論、表體解剖學、

物理治療生涯規劃、基礎物理

治療學(一)、基礎物理治療學

實習(一)、物理因子治療學

(一)、物理因子治療學實習

(一)、物理治療倫理學、肌動

學、基礎物理治療學(二)、基

礎物理治療學實習(二)、操作

治療學、操作治療學實習、物

理因子治療學(二)、物理因子

治療學實習(二)、骨科物理治

療學、骨科物理治療學實習、

小兒物理治療學、小兒物理治

療學實習、物理治療臨床見習

(一)、義肢與科技輔具學、義

三、實習條件：學生於開始實習前須修畢或

修滿一至三學年中本學系所規定之專業核心

課程者，始得參加實習。 

(一) 專業核心課程包括： 

1. 本學系所開設之專業必修課

程。 

2. 其他必修：解剖學(及實驗)、

生理學(及實驗)、復健醫學、

內科學概論、外科學概論、小

兒科學概論、骨科學概論、 神

經科學概論、公共衛生學概論。 

(二) 非專業核心課程不及格者，准予臨床

實習，但在實習期間不准修讀日間部

任一門課程。 

(三) 曾休學一年(含)以上之大四實習復

學生，需經學系評估通過後並由實習

委員會確認，方可參與實習。 

新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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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與科技輔具學實習、神經物

理治療學、神經物理治療學實

習、呼吸循環物理治療學、呼

吸循環物理治療學實習、日常

生活機能再教育、日常生活機

能再教育實習、物理治療管理

學、物理治療臨床見習(二)、

物理治療職涯規劃。 

2. 其他必修：解剖學(及實驗)、

生理學(及實驗)、復健醫學、

內科學概論、外科學概論、小

兒科學概論、骨科學概論、神

經科學概論、公共衛生學概論。 

(二) 非專業核心課程不及格者，准予臨床

實習，但在實習期間不准修讀日間部

任一門課程。 

(三) 曾休學一年(含)以上之大四實習復

學生，需經學系評估通過後並由實習

委員會確認，方可參與實習。 

四、同原條文 

四、實習分發：本學系實習制度分為『申請

分發』與『直接分發』兩制並行，學生申請

分發或直接分發之實習單位，經學系最後確

認後，才完成實習分發作業。 

(一) 申請分發：依學系擇定實習單位之

申請辦法提出申請。學生經申請後

已確認整學年實習單位，不得再參

與直接分發。 

(二) 直接分發：未於申請分發制度提出

實習申請者，或未申請到適合站別

或實習單位者，則進入直接分發流

程。 

1. 每學年直接分發作業於前一學

年度第二學期開始作業。實習

單位與其名額，由本學系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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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單位協調後統一公布。 

2. 本學系學生臨床實習之直接分

發方式，依學業成績決定選填

志願順序，其學業成績計算方

式如下： 

依學業成績高低順序選擇實習

單位之學業成績包括二上至三

上之學業平均成績（以教務處

成績總表上所列為準，包含不

及格及重修科目），計算方式為

二上至三上三個學期成績的平

均。  

3. 雙主修、轉系、轉學學生之成

績以本學系課程科目學分表二

上至三上之對應科目計算 (通

識課程以二上至三上選修科目

計算)。 

(三) 實習無法於同一學年度完成者，得

申請跨學年度實習(第二學期開始

實習者)。跨學年度實習者，於該學

年度第一學期期中考後進行分發。

若分發後實習週數仍不足者，可參

與下一屆實習分發作業。 

五、同原條文 

五、實習輔導： 

(一) 若學生於實習期間，出現實習適應

困難之情況，將依據本學系輔導流

程進行處理。 

(二) 學生實習期間，本學系應對實習生

及實習單位進行訪視，訪視內容需

包含學生權益事項之確認，每學期

至少 2 次以上為原則，以了解學生

實習情況。 

 

六、同原條文 
六、實習期間學生、教師、實習單位之權利

義務，依據與各實習單位簽訂之實習合約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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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七、同原條文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

過，送教務處檢核後實施。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簽

請教務處核定後實施。 

依據母法

第 8條進行

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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