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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醫檢學專家甄審辦法 

中華民國 94 年 9 月 21 日 理監事聯席會議訂定，同年 11 月 6 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11 日第一次修訂，同年 11 月 8 日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12 日第二次修正通過 

 
第一條 
台灣醫事檢驗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使醫檢專門領域人才，能因應實際需要，確立專業

精神與權威性，而利作業，並昭信於社會，特訂定「醫檢學專家甄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醫檢學專家』，係經本辦法標準認定，並經「醫檢學專家甄審委員會」甄審通

過後，發給醫檢專門領域『醫檢專家』資格證明書，中文稱為『○○○醫檢學專家』。通過

本甄審之專家，於本學會網站公告獲得醫檢學專家之榮譽，並將同時聘為本會榮譽諮詢顧

問。 

 
第三條 
醫檢專門領域『醫檢學專家』之甄審，由本會各領域之「醫檢專家甄審委員會」執行之。  

 
第四條 
本會各領域之「醫檢學專家甄審委員會」，視年度申請需求而召集，年度甄審結束則立即解

散。委員會由各專業領域學者專家三人（含）以上組成，由本會理事長指派召集人負責召

集，其成員除本會理事、監事外，並有外聘專家參予甄審工作，其人數至少佔委員會總人

數三分之一。 

 
第五條 

一、『醫檢學專家』之專門領域分類如下等：  
（一）實驗室管理 
（二）臨床化學 
（三）臨床細菌 
（四）臨床血液 
（五）臨床血清免疫 
（六）分子檢驗 
（七）臨床病毒 
（八）臨床鏡檢 
（九）血庫 

二、本會可按實際需求，經本會理事會會議表決同意後增設新類別。 
三、各申請者得依個人資格分別申請甄審，不受類別名稱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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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各類專門領域之『醫檢學專家』分為個人申請及本會邀請兩類，前者每二年至少甄審一次，

後者由本會視情形主動邀請。 
個人申請之甄審分二階段進行，方式如下： 
一、書面資格審查  
二、口試 

 
第七條 
一、凡本會有效會員，從事第五條專門領域同一領域檢驗工作，或從事同一領域臨床教職

工作，年資累積達 10 年以上（由服務單位主管出示認定證明），並獲得本會認可之同

一領域繼續教育課程時數達 50 小時者，均可向本會申請甄審。經甄審通過後，將發給

醫檢專門領域『醫檢學專家』資格證明書。 
二、凡本會有效會員，從事第五條專門領域臨床同一領域經驗 10 年以上，或從事同一領域

臨床教職工作，年資累積達 10 年以上（由服務單位主管出示認定證明），且為部定教

職副教授以上，本會得邀請成為專門領域『醫檢學專家』，並發給醫檢專門領域『醫檢

學專家』資格證明書。 

 
第八條 
個人申請甄審之書面資格審查項目及點數計算方式如下： 
一、從事臨床同一領域檢驗工作，或從事同一領域臨床教職工作，年資累積超過 10 年後，

每超過滿一年可得 1 點，至多可累積 10 點。本項應出示服務單位主管核發之證明或

相關服務證明。 
二、申請者最高學歷為專科畢業者，可得 5 點；最高學歷為大學（二技）畢業者，可得 6

點；最高學歷為醫檢相關領域碩士畢業者，可得 8 點，最高學歷為醫檢相關博士畢業

者，可得 10 點。本項應檢附畢業證書證明。 
三、同一領域發表及發明 
（一）同一領域之論文在國際 SCI 列名前 50﹪之雜誌發表過，且為第一作者或責任作者，

原著論文每篇可得 10 點，簡報型論文、綜合評論（Review article）每篇可得 6.7
點，病例報告每篇可得 3.3 點；為第二作者，原著論文每篇可得 7 點，簡報型論文、

綜合評論（Review article）每篇可得 4.7 點，病例報告每篇可得 2.3 點；為第三作

者，原著論文每篇可得 5 點，簡報型論文、綜合評論（Review article）每篇可得

3.3 點，病例報告每篇可得 1.7 點；為第四作者或以下，原著論文每篇可得 3 點，

簡報型論文、綜合評論（Review article）每篇可得 2 點，病例報告每篇可得 1 點。

同一領域之原著論文在國際 SCI 列名後 50﹪之雜誌發表過，其點數依前述情形折

半計算。 
（二）同一領域之論文在國內 ISSN 列名之雜誌發表過，且為第一作者或責任作者，原著

論文每篇可得 3 點，簡報型論文、綜合評論（Review article）每篇可得 2 點，病

例報告每篇可得 1 點；為第二作者，原著論文每篇可得 2 點，簡報型論文、綜合評

論（Review article）每篇可得 1.3 點，病例報告每篇可得 0.7 點；為第三作者，原

著論文每篇可得 1 點，簡報型論文、綜合評論（Review article）每篇可得 0.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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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告每篇可得 0.3 點；為第四作者或以下，原著論文每篇可得 0.5 點，簡報型

論文、綜合評論（Review article）每篇可得 0.3 點，病例報告每篇可得 0.2 點。 
（三）曾於國際會議口頭或壁報發表（第一作者）同一領域之論文，每篇可得 1 點；曾於

國內會議口頭或壁報發表同一領域之論文，每篇可得 0.5 點（每篇限第一作者使用） 
（四）曾受邀擔任國際會議同一領域特別演講或專題演講之講員，每場演講可得 3 點。 
（五）同一領域之發明且獲得專利許可證書字號，每項發明可得 5 點。 
本項謂之國際會議，分為下列三類；第一類：由國際性學術組織（跨洲際）授權主辦或

與該學術組織聯合舉辦之國際大型學術會議。第二類：國際性學術組織（跨洲際或洲區

域性）正式認可在我國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三類：國內自行主辦有公開徵求論文

或邀請發表論文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前述各款限申請日前往前推之 10 年內發表或發明者，始可計算；各款可合計累積計算

點數，至多可累積點數 50 點。 
四、同一領域繼續教育與專業進修 
（一）本會認可之同一領域繼續教育課程，課程時數累積達 50 小時後，超過之每小時可

得 0.5 點。同一領域繼續教育實驗課程之時數折半計算。本款請檢附課程表及學分

證書佐證之。 
（二）前往醫學中心進行同一領域專業進修者，每滿一個月可得 1 點，但至多採計 3 個月，

並請出示進修單位主管證明。本款限申請日前往前推之 10 年內進修完成者，始可

計算。 
（三）前往國外醫學中心進行同一領域專業進修者，每滿一個月可得 2 點，但至多採計 3

個月，並請出示進修單位主管證明。本款限申請日前往前推之 10 年內進修完成者，

始可計算。 
前述各款可合計累積計算點數，至多可累積點數 30 點。 

 
第九條 
一、凡前條各項累積總點數達 80 點者，可參加口試。口試合格者，本會將授與醫檢專門領

域『○○○醫檢學專家』資格證明書。 
二、口試滿分為一百分，八十分為合格。 
三、前條各項點數之審核及計算，由「醫檢學專家甄審委員會」確認。申請者應檢附相關

文件資料佐證之。 
 
第十條 
一、個人申請甄審之醫檢專門領域『醫檢學專家』資格證明書有效期限五年，期滿得申請

展延（有效期限前三個月提出展延申請），每次展延期限為五年。 
二、個人申請甄審之『醫檢學專家』資格證明書有效期限之展延，應於『醫檢專家』資格

證明書之有效期限五年內，取得同一領域之積分點至少 50 點之相關證明。已使用過之

同一領域相關積點，不得重複使用。 
三、前項 50 點之計算方式，準用本辦法第八條第三項及第四項。 
四、本會所邀請之醫檢學專家，為本會永久榮譽專家，不需要定期更新資格，但其若有違

反法令、章程或有對本會不當言論或行為而致危害本會名譽等情節重大者，則取消相

關專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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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申請甄審之證明文件，若有變造、偽造經發覺後，則取消其資格。倘有損害他人利益時，

其責任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第十二條 
凡申請者必須遵從「醫檢學專家甄審委員會」之甄審結果，不得有異議。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申請方式及施行細則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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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檢學專家甄審辦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14 日醫檢專業推動組會議訂定，同年 3 月 24 日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5 月 4 日發布 

 

第一條 

本細則依醫檢學專家甄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醫檢學專家申請，一律以通訊方式受理。 

 
第三條 

本辦法各專門領域醫檢學專家之申請，須依照本細則規定填寫相關表格；申請一項領域以上時須分開列表。 

 
第四條 

申請本辦法各專門領域醫檢學專家，每次每領域收取申請費用新台幣伍仟元整；資格證明書有效期限五年，申

請展延之費用，每次每領域新台幣壹仟元整。 

 
第五條 

本辦法第八條書面資格審查，第一項之年資認定，由申請人自行提報其年資經歷，並經其主管核定；若檢驗資

歷有跨領域重疊情形，年資之認定採從寬認定原則。 

前項書面資料請使用『醫檢學專家甄審 / 年資證明表格』。 

 
第六條 

本辦法第八條書面資格審查，第二項學歷證明，除檢附畢業證書外，最高學歷為醫檢相關之碩士或博士者，另

須檢附畢業論文題目及論文摘要，以便於相關領域之認定。 

前項書面資料請使用『醫檢學專家甄審 / 基本資料表格』。 

 
第七條 

本辦法第八條書面資格審查，第三項同一領域發表及發明，論文點數計算係以申請當年度之 SCI 或 SSCI 的排

名順序作為計算標準；同一論文可申請跨領域之點數計算，但須由甄審委員會依其論文性質判定之。 

前項書面資料請使用『醫檢學專家 / 同一領域發表及發明 / 資料列表』。 

 
第八條 

本辦法第八條書面資格審查，第四項繼續教育之課程時數認定，須同時檢附參加證明及課程表，並自行提報所

申請領域之課程名稱及時數。 

前項書面資料請使用『醫檢學專家 / 同一領域繼續教育與專業進修 / 資料列表』。 

 

第九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