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學生實習要點 

 
84.04.13 醫學技術學系 83學年度第 3次務會議通過 
84.12.13 醫學技術學系 84學年度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85.05.02 法規會 84 學年度第 10 次會議修正通過 
85.05.16(85)高醫法字第 0五 0號函頒布 
88.09.02 醫學技術學系 88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9.07 教務處 88 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91.02.14 生物醫學檢驗學系 91 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95.09.12 生物醫學檢驗學系 95 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05 健康科學院 95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1.17 醫學檢驗學生物技術系 97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4.12 醫學檢驗學生物技術系 98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23 健康科學院 98學年度第 10次院務會議議程通過 
100.11.21醫學檢驗學生物技術系 100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29健康科學院 100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02.22(101)高醫院健通字第 101005 號函公布 
101.04.09.醫學檢驗學生物技術系 100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4.26.健康科學院100學年度第8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05.17(101)高醫院健通字第101010號函公布  

106.07.20醫學檢驗學生物技術系 105學年度第 9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1.29醫學檢驗學生物技術系 106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2.28健康科學院 106 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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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實習條件如下: 

(一)實習對象原則上為本學系四年級學生及符合資格之雙主修學生。 

(二)學生第四學年實習資格限制：下列任一科目未曾修習者，不得實習； 

下列科目總不及格學分數大於或等於 8 學分者，不得實習： 血液學、 

血液學實驗、血庫學、生物化學、生物化學實驗、臨床生化學、臨床 

生化學實驗、免疫學、臨床血清免疫學、微生物學、臨床微生物學、 

臨床病毒學、微生物及免疫學實驗、臨床鏡檢學(含實驗)、臨床生理學、 

醫學分子檢驗學。 

第三條 

 

實習機構篩選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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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實習分發:  

(一)本學系實習志願選填及分發依參加實習學生之一年級至三年級上學期學業成績之總平均

排名申請分發。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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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家庭

重大變故、適應不良等），由學生提出申請，經本系實習委員會審核，由系主任及院長同

意後送教務長核定辦理。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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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學生實習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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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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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實習期間，本校需給予本學系實習學生投保實習團體保險。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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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學生職責: 

(ㄧ)自行負責往返機構之交通工具及食宿費用。 

(二)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準時上、下班，並接受實習單位之督導。 

(三)完成學校及實習單位規定之實習時數及各項作業。 

(四)請假需依實習單位之規定辦理。 

(五)實習單位派定後，若學生有特殊原因不克前往實習，應儘速向學校報備。 

第十條 

 

教師職責: 

(ㄧ)由具有豐富實務經驗或技術專長的 

老師(或業界教師)指導學生，以增強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二)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學校教師應定 

期或不定期至實習機構輔導學生， 

藉以瞭解學生實習情形。 

(三)學校教師應成為學系與實習單位之間聯繫溝通之管道。 

第十一條 

 

實習單位職責: 

(ㄧ)提供校方有關機構簡介及各項有關實習之資料。 

(二)安排督導人員及督導事宜。 

(三)與學校保持聯繫，若發現學生有不適實習之情況隨時照會學校。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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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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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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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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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法規名稱 現行法規名稱 說明 

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醫學檢驗生物

技術學系學生實習要點 

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醫學檢驗生物 

技術學系學生臨床實習實施要點 

 

修正法規名稱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第一條 

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醫學檢驗生物

技術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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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為加強本學系學生實習成效特訂定本要

點。 

根據母法條文

內容修正。 

第二條 

實習條件如下: 

(一)實習對象原則上為本學系四年級學 

   生及符合資格之雙主修學生。 

(二)學生第四學年實習資格限制：下列 

任一科目未曾修習者，不得實習；下 

列科目總不及格學分數大於或等於 8 

第二條 

實習對象原則上為本學系四年級學生及

符合資格之雙主修學生，實習期間依本學

系規劃之必修及選修學分及科目而排定

之。 

 

 

1.實習資格及 

限制修改。 

2.現行條文第 

二、三條合併 

修改。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學分者，不得實習：血液學、血液學 

實驗、血庫學、生物化學、生物化學 

實驗、臨床生化學、臨床生化學實驗

免疫學、臨床血清免疫學、微生物學

臨床為生物學、臨床病毒學、微生物

及免疫學實驗、臨床鏡檢學(含實驗

臨床生理學、醫學分子檢驗學。 

第三條 

實習機構篩選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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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增條文 

2.依據教育部 

106年6月30日

臺教高（二）字

第1060092447

號公文修改條

文內容。 

第四條 

實習分發:  

(一)本學系實習志願選填及分發依參加

實習學生之一年級至三年級上學期

學業成績之總平均排名申請分發。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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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家庭重大變故、適應

不良等），由學生提出申請，經本系

實習委員會審核，由系主任及院長

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辦理。 

第三條 

學生第四學年實習資格限制： 

下列任一科目未曾修習者，不得實習；下

列科目總不及格學分數大於或等於 8學

分者，不得實習： 

血液學、血液學實驗、血庫學 

生物化學、生物化學實驗 

臨床生化學、臨床生化學實驗  

免疫學、臨床血清免疫學 

微生物學、臨床微生物學 

臨床病毒學、微生物及免疫學實驗 

臨床鏡檢學(含實驗)、臨床生理學 

現行條文第三

條合併至修正

條文第二條。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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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學生 

實習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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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實習機構為教學醫院檢驗相關部門。 

 

 

1.現行條文第

四條刪除並

新增條文。 

2.修正條文內

容、變更條序 

依據教育部 

106年6月30

日臺教高

（二）字第

1060092447 

號公文修改

條文內容。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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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志願選填及分發依參加實習學生之一年

級至三年級修業成績之總平均排名申請

現行條文第五

條刪除並新增

條文。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習合約副本及相關資料送交本校學生實

習委員會備查。 

分發。  

第七條 

實習期間，本校需給予本學系實習學生

投保實習團體保險。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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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家庭重大變故、適應不良等），由學生提

出申請，經本系實習委員會審核，由系主

任及院長同意後辦理。 

1.現行條文第

六條移至修正

條文第三條並

修正。 

2.新增條文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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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實習成績之考核由實習單位評定之。 

現行條文第七

條移至修正條

文第十二條並

修正。 

第九條 

學生職責: 

(ㄧ)自行負責往返機構之交通工具及食

宿費用。 

(二)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準時上、下

班，並接受實習單位之督導。 

(三)完成學校及實習單位規定之實習時

數及各項作業。 

(四)請假需依實習單位之規定辦理。 

(五)實習單位派定後，若學生有特殊原

因不克前往實習，應儘速向學校報備。 

第八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本校及實習單位

相關規定，違反規定者，依校規懲處。 

 

現行條文第八

條移至修正條

文第十三條並

修正。 

 

 

 

第十條 

教師職責: 

(ㄧ)由具有豐富實務經驗或技術專長的 

老師(或業界教師)指導學生，以增

強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二)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學校教師應定 

期或不定期至實習機構輔導學生， 

藉以瞭解學生實習情形。 

(三)學校教師應成為學系與實習單位之 

     間聯繫溝通之管道。 

第九條 

學生實習請假應按照實習單位請假規定

辦理。 

現行條文第九

條移至修正條

文第十三條並

修正。 

 

 

第十一條 

實習單位職責: 

(ㄧ)提供校方有關機構簡介及各項有關 

實習之資料。 

(二)安排督導人員及督導事宜。 

(三)與學校保持聯繫，若發現學生有不 

第十條 

為維護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人員、病患之

健康，實習學生應於實習實習機構報到

前，依據本校及該實習機構之規定做好相

關預防疫苗注射並提供健檢證明資料。 

現行條文第十

條移至修正條

文第八條並修

正。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適實習之情況隨時照會學校。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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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每學年定期舉辦實習座談會。 

 

現行條文刪除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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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本校校規及其他相

關規定辦理。 

現行條文第十

二條移至 

修正條文第十 

四條並修正。 

第十四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第十三條 

本要點須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

自公佈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現行條文第十

三條移至修正

條文第十五條

並修正。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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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