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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四技護理系 
        基本護理學實習計畫 

ㄧ、實習對象：修畢護理導論(或護理倫理)、基本護理學、基本護理學實驗課程且成績及格之四技 

              護理系學生。 

二、實習單位：依該年度建教合作之醫院而定。 

三、實習時間：每梯次實習三週（週一至週五），共 120 小時。 

四、實習方式：每梯次 6~8 位學生，由一位教師負責指導，採個案護理模式，由臨床實習指導老 

               師會同護理長或資深護理師選派個案，學生與個案數比為 1：1 或 1：2。 

五、實習目標： 

（一）認識實習環境硬體設施及規範，觀察臨床護理角色功能。 

（二）善用基礎生物醫學科學及護理專業知能於護理過程，熟練一般臨床照護技能。 

（三）運用溝通技巧及關懷理念，與個案及家屬建立治療性護病關係。 

（四）觀摩臨床情境之法律及倫理議題，反思倫理困境處置原則。 

（五）善用專業知能及圖資資料解決臨床議題，培養辯證式思考模式。 

（六）了解醫療團隊運作，學習團隊之溝通合作。 

（七）主動積極培養自學能力，開發學習潛能，克盡職責參與照護。 

六、實習內容及教學進度表： 

執行原則： 

1. 既定書面作業不宜更動，在病人安全之原則下，盡量提供及要求護生實作練習，提升實務能力。 

2. 週目標、教學活動、評值及作業，實習指導教師得依據學生學習概況及實習單位要求隨機更動。 
週次 週 目 標 教 學 活 動 評 值 及 作 業 

第  

一  

週 

1.認識醫院環境及病

房環境及物品擺設 

1. 由院方安排有關人員作全院環

境介紹 
2. 由護理長或教師介紹病房環境

及設備 

1. 隨機檢測學生熟悉程度 
2. 繳交個人學習計畫書(依據週

目標為基礎研擬) 

2.認識病房工作常規

及作業流程。 

1. 觀察白班護理師執業概況 
2. 挑選個案，查詢個案資料 

診斷、醫囑(交醫囑分析單，附件

一)、檢驗紀錄單、檢查紀錄單(附
件二、三)、藥物(藥物紀錄單，附

件四)(由臨床實習指導教師分配繳

交時間) 

3.執行個案之護理過

程 
1. 學習白班護理師工作內容 
2. 學習護理師工作之時間管理 

如下所示 

(1)晨間護理 
1. 複習晨間護理內容（鋪床、整

理環境及協助清潔及進餐） 
照 顧 個 案 隔 天 撰 寫 Time 
schedule(依教師要求)，直到時間管

理流暢 

(2)應用會談技巧建

立專業性護病關

係。 

1. 說明溝通實錄撰稿格式及意義 
2. 討論及反思護生溝通技巧 
3. 複習及應用專業性溝通 

1. 溝通技巧口試 
2. 繳交行為過程紀錄（附件五)。 

103.12.10 制定 
104.11.10、105.10.19 
106.03.24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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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週 目 標 教 學 活 動 評 值 及 作 業 

第
一
週 

(3)測量及記錄生命

徵象 

1. 複習及演練生命徵象的測量、

判讀、紀錄 
2. 透過判讀學習辯證式思考 

1. 檢測正常值的認知 
2. 記錄的正確性 

(4)護理過程滿足個

案舒適、休息、

活動、營養、排

泄、睡眠等基本

需求。 

1. 教師安排複習相關技術及學

理。 
2. 教師及護理師床邊教學，執行

護理活動。 

隨機技能演練與檢測 

(5)學習及執行無菌

技能 

1. 無菌技術示教。 
2. 視需要安排學生參觀供應室。 

1. 檢測無菌觀念及技能。 

(6)執行給藥 

1. 教師複習給藥安全及給藥之三

讀五對 
2. 認識藥物特性及執行不同給藥

途徑 
3. 給藥前確認藥物機轉 

1. 口試藥物認知 
2. 繳交藥物記錄單(附件四) 

4.護生自我評值及反

思 

1. 採座談、個別訪談、焦點團體、

自我評值及反思單撰寫等方

式，引導護生自我覺察及角色

省思。 

1. 繳交自我評值及反思單(附件

七)，須依據作業要求呈現學習

計畫及反思 

第  
二  
週 

1. 如第一週繼續執

行個案護理過程 

1. 教學活動如第一週，可再進階

及增強 
2. 教師介紹該院圖書資源及文獻

搜尋方法 

1. 作業及能力檢測，請教師依學

生表現而定 

2 .認識及閱覽病歷 
1. 教師介紹病歷單張內容 
2. 提醒病歷之重要術語 

1. 翻譯入院紀錄及第一天的病程

紀錄、背誦醫護術語 
2. 筆試醫護術語 

3. 護理過程展現護

理指導能力 

1. 教師講述護理指導之相關學理

及技能 
2. 床邊示範教學 

1. 護生以角色模擬方式進行護理

指導技術練習 
2. 床邊觀察及評量學生進行護理

指導成果 

4. 完成整體性、個別

性的護理計畫 

1. 護理計畫討論及分享 
2. 教師再加強護理計畫撰稿原則 
3. 與護生個別討論護理計畫  

1. 繳交護理計畫（附件六） 

5. 執行護理紀錄 

1. 教導護理紀錄撰寫原則及注意

事項 
2. 教師再複習護理計畫撰寫 

 開始練習書寫護理紀錄，並依情況

實際參與撰寫護理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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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週 目 標 教 學 活 動 評 值 及 作 業 

第 
二 
週 

6. 執行入院護理 
1. 教師講述入院護理常規及相關

學理與技能 
2. 實際執行新病人入院護理 

1. 以入院護理結果檢測學習成效 
2. 執行入院護理  

7. 護生自我評值及

反思 

1. 採座談、個別訪談、焦點團體、

週心得撰寫等方式，引導護生

自我覺察及角色功能省思。 

1. 繳交自我評值及反思 (附件

七)。 

第 
 
三 

 
 週 

1. 如第二週繼續執

行個案護理過程 
教學活動如第二週，可再進階及增

強 
作業及能力檢測，請教師依學生表

現而定 

2. 護理過程落實家

庭為中心之概念 

1. 教師講述家庭為中心的概念 
2. 引導護生確實將家庭納入護理

過程中 

1. 討論會議中引導同學舉例說明 
2. 隨機技能演練與檢測 

3. 執行出院護理 
1. 教師加強說明出院護理之重點 
2. 協助護生完成個案之出院護理 

以出院護理紀錄檢測學習成效 

4. 閱覽及解析病歷 
1. 討論及解析個案病歷 
2. 以辯證式思考模式解析病歷相

關學理 

朗誦病歷並述說相關疾病學理 

5. 參與交班 
1. 教師介紹交班方式 
2. 進行與教師交班。 
3. 嘗試與白班或小夜護理師交班 

納入護理實務成績評量 

6 個案照護經驗分享

及評值 

1. 與個案相關之專業英文文獻選

讀 
2. 以案例分析方式進行個案照護

經驗分享及評值 
3. 召開實習檢討會，引導護生陳

述獨特性觀點及建設性建議 

1. 繳交案例報告初稿(作業表單

彙整) 
2. 完成臨床實務評量單自評(附

件九) 

7. 結束護病關係 
1. 教師引導分離期之護病關係變

化與因應 
2. 引導護生進行經驗分享 

1. 護生能面對自己的分離焦慮 
2. 於會議中具體提出分離期策略 

8. 總結性的自我反

思 

1. 於實習總心得呈現自我覺察及

反 
2. 於實習檢討會中提出建設性之

建議 

繳交自我評值及反思(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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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值標準： 
(一)臨床實務評量：55%。 
    需參與實際病患照護工作(展現護理過程五大步驟)、接新病人、辦理出院；執行交班、背誦 
    及朗誦醫護術語/病歷、翻譯病歷、熟練單位之儀器設備、執行基本護理學技術。 
(二)作業:40% 
1. 行為過程紀錄單：15% 
2. 案例報告：20%。 

含封面、個案基本資料、疾病史、醫囑分析單、入院護理評估單、檢驗紀錄單、檢查紀錄單、

給藥紀錄單、護理計畫、參考文獻。 
3. 自我評值及反思：5% 
(三)筆試(內容由教師自訂次數與比例)：5% 
八、實習前準備工作： 
(一)醫護課程複習：基礎醫學(解剖學、生理學、營養學、藥物學)；護理專業課程(基本護理學) 
(二)護理學技術複習：基本護理學技術 
九、參考資料： 
    王月琴等著 (2012) ‧基本護理學‧台北：永大。 
    汪朝麗(2005) ‧護理焦點紀錄法‧台北：匯華。 
    高紀惠 (2005) ‧新護理診斷手冊‧台北：華杏。 
    曹麗英等編 (2011) ‧新編基本護理學‧台北：文京。 
    蔡靖彥（2008）‧常用藥品手冊‧嘉義：嘉義玉山。 
    蘇麗智等譯 (2007)‧實用基本護理學( 第四版 ) ‧台北：匯華。 
    Wilson, B. Ａ.,Shannon, M.T.& Stang, C. L.（2004）最新用藥手冊（單佩文等譯）‧ 
    台北：台灣培生教育。 
十、附件：護理專業相關表單 
    附件一：醫囑分析單 
    附件二：檢驗紀錄單 
    附件三：檢查紀錄單 
    附件四：給藥紀錄單 
    附件五：行為過程記錄單 
    附件六：護理計劃表 
    附件七：自我評值與反思單 
    附件八：護理技術經驗單 
    附件九：臨床護理實務評量單 
    附件十：入院護理評估單(使用醫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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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醫囑分析單(住院期間的醫囑) 
醫囑 與醫囑相關的症狀徵象 醫療處置目的分析 

 
 
 
 

  

 
附件二之ㄧ：檢驗紀錄單（單項目的檢驗值很多時可以用此直式單張陳列） 
日期 檢驗項目名稱 正常值 檢查值 臨床意義判讀或解釋 

 
 
 

    

＠若與疾病相關或具臨床特殊意義的檢驗值，病歷上出現連續追蹤多日之數值則建議可以用下表呈現(例
如：腎臟疾病之 BUN、Cr；或肝硬化疾病之 NH3 等；免疫功能降低的 WBC、Hb、Albumin、BT 變化

等)；表格號碼到時候自己標示。 

 
附件二之二：檢驗紀錄單（實習期間多日檢查該項目者，可以使用此直式單張） 

檢驗項目名稱 檢查值 正常值 臨床意義判讀 

日期 日期 日期   

 
 
 

     

      
@若因住院時間過長，可選擇實習前 2 週的資料撰寫；若住院時間在兩星期內，所有資料均需抄寫分析） 

 
 
附件三：檢查紀錄單 

日期 檢查(會診)名稱 檢查(會診)理由說明 檢查(會診)結果或建議 當科醫師臨床處置與意義 

  
 
 
 

   

 
附件四：給藥紀錄單(每個個案都必須繳交，相同個案開立新藥物也要繳交) 
日期 藥物商品名(學名)/單一劑量 劑量/途徑/時間 使用理由、注意事項、 

與護理措施 

作用機轉(可影印，畫重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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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行 為 過 程 記 錄（Process Recording） 

          學生班級：          學號：              姓名：             

一、基本資料： 

 1.姓氏/稱謂：               床號：         年齡：                性別：□男   □女 

 2.入院日期：    年    月    日 

 3.入院診斷：                          手術名稱：□無  □有:                  

 4.教育程度：□無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大學以上 

5.慣用語言：□國  □台  □客  □其他          

6.職業：             

7.宗教：□無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道教 

二、會談日期及時間 

 

三、會談情境(周遭人事物、燈光、聲音、個案姿勢及位置的描述)： 

 

三、會談內容： 

個案所說及所作 護生所想到及所感覺到的 護生所說及所做 分析 

(溝通技巧、護理學理) 

    

 

四、評值及心得(溝通技巧及護理過程之自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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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護理計畫表 

1.護理評估 

病歷號碼：                                                    

姓    名：                                                 護生簽名： 

床    號： 

                                               

一、一般資料： 

1.年齡： 5.職業： 

2.姓別：□男  □女   6.宗教：□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其他 

3.籍貫：     省市       市縣 7.慣用語言：□國  □台  □客  □其他 

4.教育程度： 8.入院日期：    年    月   日 

 9.入院診斷：                           

10.手術史：□無  □有  日期:               手術名稱                        

11.入院方式：□步行  □輪椅  □推車  □扶持  □其他                  

二、家庭狀況： 

  1.婚姻狀況：□未婚  □已婚  □離婚  □分居  □鯀  □寡 

  2.經濟狀況：□優  □中等  □差   經濟決定權：□本人  □他人:        

  3.家庭成員(三代)：（family tree）並請圈出共同居住者 

  4.家庭病史：(家庭成員中已存在的疾病) 

    □心臟病     □高血壓     □糖尿病     □消化性潰瘍     □癌病     

    □氣喘病     □癲  癇     □精神病     □其他                    

三、健康狀況： 

(一)過去病史： 

1.診斷： 

      患病時間： 

      治療經過（門診、住院、手術）： 

    2.過敏反應： 

    3.服藥狀況：□無  □習慣性用藥  □目前用藥 

藥名及使用方式：                                          

是否攜來住院：□有    □無 

(二)求治經過： 

 

    入院的狀況： 

 

(三)健康認知：1.健康資源 (電視、報紙、雜誌、旁人、醫護人員 )： 

              2.健康護理 (診所、醫院、衛生所、藥房 )： 

              3.對疾病的認知(自覺病因及嚴重程度)及疾病相關照護知識的了解與執行， 

                對疾病的看法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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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理評沽： 

(一)運動及休息： 

1.日常活動：□可自行活動   

    □需協助項目: □行動  □進食  □更衣  □如廁  □淋浴 

    □完全依賴：□行動  □進食  □更衣  □如廁  □沐浴 

  2.骨骼肌肉：（外觀）□正常  □不正常  情況                    

             （張力）□正常  □不正常  情況                    

  3.運動：□否   □有（項目                    ，                 時數/日    

  4.精神狀況：□飽滿  □倦怠  □軟弱  □其他                         

  5.睡眠：時數                  □熟睡  □失眠  原因                                          

          服用藥物：□否   □是 藥名                                    

  6.午睡：□否  □不一定  □有 時數                      

  7.訪客或家屬是否影響休息：□否  □是(描述)                      

  8.對運動休息的看法： 

  9.工作性質的活動量：□輕度  □中度  □重度  時數                     

(二)營養： 

  1.臉色：□正常  □蒼白  □其他 

  2.身高      BW        I.B.W               B.M.I             

  3.飲食習慣：餐數   次/天，量    碗/次        卡路里/日 忌諱食物               

    喜好食物:               ；不喜好食物:                原因                

  4.偏食現象                定時定量：□是  □否  其他                

  5.營養知識是否瞭解：□瞭解  □部份瞭解(描述)                □否 

                配合：□配合  □部份配合  □不能配合原因(描述)                

  6.以前飲食習慣是否導致目前的疾病：□是(描述)                  □否 

  7.影響進食與吸收因素：□否 

                        □是（□缺牙  □假牙  □口腔潰爛  □吞嚥困難  □腹瀉） 

                        □其 (描述)                                           ） 

  8.實驗室資料(翻閱病歷)：(請列表)                                     

(三)排泄： 

  1.排便：次數            次/天 ，量        ，性質        ，顏色                 

          □自解  □依賴藥物  藥名                               

          □疼痛  □痔瘡  □失禁  □習慣改變  □腹瀉  其他                        

  2.排尿：次數              次/天，量           ㏄，顏色              ， 

         □頻尿   □尿瀦留   □失禁    

         □疼痛   □灼熱感   □其他                 

  3.排汗：□正常    易出汗的部位                盜汗                 

      皮膚：□乾爽  □潮濕  □脫皮  □龜裂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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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氣及循環： 

  1.呼吸型態：□規則  □不規則  □陳施氏呼吸  □庫斯毛氏呼吸  □張口呼吸 

              □其他                 

  2.脈搏：□規則   □不規則   □快  □短絀  速率:        /mim 

  3.膚色：□正常   □潮紅   □蒼白  □發紺  □其他                 

  4.指甲：□紅潤   □平滑   □蒼白  □發紺  □其他                 

  5.咳嗽：□無  □有  頻率                。   

  6.痰：  □無  □有  性質                   。 

  7.抽煙：□無  □有  抽煙史        年，量          支/天 

  8.進食：□無  □有  量/天                

  9.其他： 

(五)體液及電解質： 

  1.外觀：（1）水腫：□無  □有  部位:                 

         （2）皮膚黏膜：□正常  □乾燥  其他                 

         （3）肌肉張力：□正常  □鬆弛  其他                 

  2.每日液體攝取量：                ml 

  3.排出情形：□腹瀉  □嘔吐  □引流量  其他                

  4.其他： 

(六) 調節機能： 

   1.意識狀況：□清楚  □迷糊  □譫妄  □嗜睡  □昏迷 

   2.感    覺：□正常  障礙部位：□視    □聽    □嗅   □觸  □味 

           引起障礙因素：             影響日常生活：□無  □有   

   3.疼痛情形：□無  □有  部位        性質          持續時間                  

               對痛的處理                  疼痛對個案的影響                       

   4.情緒反應：□穩定  □焦慮  □緊張 

   5.神經肌肉協調：□正常  □異常  □顫抖  □痲痺  □躁動其他 ˍ            

   6.內分泌系統調節：□甲狀腺病變： 

                     □糖尿病： 

   7.女性月經週期：初經年齡         ，天數       。□規則   □不規則    

             痛經：□無  □有，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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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包括自我概念、角色功能及相互依賴等）： 

  1.身心健康及外表：□滿意  □不滿意  理由:      □缺陷      ，理由                

  2.體型與姿態：□滿意  □不滿意  理由:          □缺陷      ，理由                

  3.自我人格的看法：□內向  □外向  □樂觀  □悲觀  □冷靜  □緊張  □依賴  □獨立 

  4.注意外表：□是  □否 

  5.當遇事不順時如何處理：                     , 利用之資源:               

  6.自覺人際關係：□和諧  □尚可  □保持距離  □獨來獨往 

  7.住院後能否執行原有角色：□能  □否  最困難的是:                

  8.目前健康狀況在日常生活上： 

□可自理  □需協助 (描述誰提供包括：如何、何時、何種協助)                   

希望誰幫助               最親近的人                

  9.其他： 

   健康問題：（護理診斷名稱/導因）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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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護理計劃表(請用 A3格式書寫內容) 

                        班級          學號            姓名              

 日期
 

一
、
護
理
診
斷
 / 導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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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理
評
估

 

 

o 

 

護
理
目

標
 

(
成
果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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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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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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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自我評值及反思單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科) 基本護理學實習自我評值及反思單 

實習 

醫院 
 

單 

位 

 

 

科 

別 
 

日 

期 
年   月   日 

週 

次 
 

學生 

姓名 
 

學 

號 

 

 

班 

級 

 

 

本週最深刻或 

有意義的護理經驗 

 

 

 

 

 

 

週目標 週目標達成率及學習內容 自我檢討反思與下一週學習目標 

 

 

 

 

 

 

 

 

 

 

 

 

 

 

 

 

 

 

 

 

 

 

 

 

 

 

 

 

 

 

 

給護生的 

建設性建議 

臨床環境及醫護團隊或實習指導教師/學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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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實習護生『護理技術經驗單』 
實習科別：□基本護理學   □內外科護理學  □綜合護理實習 

學     制：□五專  □四技  □二技   

學生班級：           學號：            姓名：                      

使用說明：此表單陳列之技術項目，可供實習護生確認技術經驗及提供學習新護理技術之指引。 

技術名稱旁有「*」，為基本護理學相關之技術 

選     項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一、舒適與清潔 *         

1.口腔護理 *         

2.鼻腔護理 *         

3.鼻胃管灌食 *         

4.NG care *         

5.床上洗頭 *         

6.會陰沖洗術 *         

7.床上擦澡 *         

8.按摩 *         

二、活動與運動          
9.一般翻身法 *         

10.圓滾木翻身法 *         

11.床上擺位（中風、骨折、SCI、

醫囑制動者、意識不清者） * 

        

12.全關節運動（ROM） *         

13.柺杖使用         

14.冷熱敷（冰枕、熱水枕） *         

三、給藥         
15.給藥符合三讀五對 *         
16.小量針劑推注          
17.小量靜脈滴注         
18.皮內注射 *         
19.皮下注射 *         
20.肌肉注射 *         
21.肛門塞劑 *         
22.眼滴藥 *         
23.鼻滴藥 *         
24.靜脈注射（on IC）         
25.備血         
26.輸血         
27.大量點滴掛接 *         
28.大量點滴滴速計算 *         
 

13 
 



續前一頁 

選     項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四、排泄         
29.bowel sound 聽診         
30.腸道按摩 *         
31.小量灌腸 *         
32.大量灌腸（清潔灌腸） *         
33.保留灌腸 *         
34.單次導尿 *         
35.留置導尿管 *         
36.Intake/output 記錄 *         
37.Pitted edema          
五、呼吸照護         
38.Breathing sound 聽診         
39.中央空氣及氧氣的使用         
40.小量氧氣的使用         
41.各種氧氣治療及設備裝置         
42.蒸氣吸入法（小量噴霧治療）         
43.氣切護理         
44.氣管或氣切痰液抽吸         
45.Pulse oxmiter 的使用         
六、傷口照護         
46.傷口護理         
   乾敷法         
   濕敷法         
   認識生物敷料         
47.繃帶包紮 *         
48.入院護理 *         
49.出院護理 *         
七、檢驗及檢查         
50.留取一般檢體  

（寫日期及檢體名稱） 

        

51.one touch         
52.blood culture         
53.sputum culture         
54.urine culture 

（foley 留取及自解中段尿） 

        

55.Wou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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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一頁 

選     項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執行日期 

八、管路照護         
56.endo care         
57.IC care         
58.CVP 測量         
59.CVP care         
60.胸管護理         
61.引流管護理與倒置         
62.artery line care         
63.肺動脈導管護理         
64.pace maker 護理         
九、意識評估         
65.coma scale 測量與紀錄         
66.Pupil size 評估與紀錄         
67.Muscle power 評估與紀錄         
68.肝性腦病變測量與紀錄         
十、點班與計價         
69.急救車點班         

70.其他點班工作（註明名稱）         

十一、在職教育課程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須清楚）         
十二、其他         
備註：1.表單請護生隨身攜帶，完成該項護理技能後立即請學姊簽章(可參考此經驗單複習相關技能) 

2.不敷使用或不足的項目，諸如參觀復健單位及設施；執行團衛；肺功能及血液透析…….等 
3.在職教育課程課程名稱自行填寫，請主辦課程的單位或負責人在日期處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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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四技護理系基本護理學  

           臨床護理實務評量單 

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實習單位：                     實習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02.01～   .07.31 實習時數    .08.01～    .1.31 實習時數 備註(註明日期、假別與時數) 

   
 

八大核心

能力 考     核     項     目 配分 
考    核    成    績 

學生自評 
(0%) 

教師評值

(60%) 
單位評值 

(40%) 

克盡職責 
9% 

1.上班不遲到早退，依時完成工作，愛惜公物 3    
2.態度莊重有禮、積極認真、熱忱、謙虛，能愛惜公物 3    
3.服裝儀容清潔、整齊 3    

一般臨床

護理技能 
36% 

1.能善用溝通技巧與病患及家屬建立治療性關係 4    
2.能系統性地善用多元資料來源，完成病史資料收集 4    
3.能以家庭為中心概念進行個案護理評估 4    
4.能具體且正確陳列個案健康問題並排列優先秩序 4    
5.能依個案需求擬定個別性之護理計畫 4    
6.善用基本護理學技術滿足個案照護需求 4    
7.能正確且完整地完成護理紀錄 4    
8.能完成護理計畫評值及清楚交班 4    
9.護理過程中維護個案之安全 4    

基礎生物 
醫學科學 

12% 

1.能於護理過程中善用基礎生物醫學科學知識 4    
2.能善用生物醫學科學解讀病歷資料及判讀 4    
3.能於護理過程中展現感染管制之知識技能 4    

批判思考

能力 8% 

1.護理過程能表現邏輯辯證思考能力 4    
2.護理過程善用學理驗證臨床實務，適時反思並即刻提 
  出修正及建設性建議 

4    

關愛 
8% 

1.學習關懷他人並瞭解其需求 4    
2.能設身處地替他人想，且具利他精神 4    

溝通與 
合作 
9% 

1.能善用專業性溝通技巧與他人建立關係 3    
2.能與他人協調合作 3    
3.能尊重他人 3    

倫理素養 
6% 

1.嚴格遵循護理倫理規範及生物醫學原則 3    
2.能確保照護對象之秘密與隱私 3    

終身學習 
12% 

1.能確認個人學習的目標及需要 3    
2.能認清個人的優點及缺點 3    
3.能依據個人學習目標作自我評值 3    
4.能妥善運用多元資源，提昇專業能力 3    

總平均  總 分    

老師 
評語 

 
 
 
 

 

  護理長 
評語 

 
 
 
 
 

老 

師 

指 

導 

 

 

護
理
長 

單  

位 
  

主 

管 

護
理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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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科) 

實習成績總表 
 

實習科目：四技基本護理學              實習機構與單位：                    

實習期間：    年    月       至       年    月    日 

學分數：                              實習時數：                

實習指導老師簽名：               

編

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臨床 

護理 

作業40％ 筆試 
總成績 

(取整

數) 

行為過

程記錄 

案例分

析 

自我評

值反思 

55％ 15％ 20％ 5％ 5％ 

1   
       

2   
       

3   
       

4   
       

5   
       

6   
       

7   
       

8   
       

說明:1.臨床指導老師須將(1)實習成績總表(本表)；(2)各科臨床實習評分表；(3)實習指導日誌； 

                      (4)實習單位評值會議記錄；(5)特殊/異常事件紀錄(視情況而定)； 
              (6)時數統計表交回實習行政處。 

     2.成績呈現方式：分數呈現請書寫為「分子/分母」的方式，分子為以 100 分計的該項目原始 
      成績；分母則為該項分數乗上配分百分比的得分（四捨五入後取小數點後一位） 
     3.評量項目一~五的欄位可依各科考核方式呈現（有幾項就填幾項，不一定都是五項），百分 

       比依各科考核的內容自行填入，總分四捨五入取整數。 

     4.護理系傳真（02）2437-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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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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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前準備 
一、心理調適 

    『實習』對護理系(科)大部分學生而言，多持著戒慎恐懼的挑戰心理。實習壓力源可能來自實

習場所、交通概況、寄宿空間、實習作業負荷；以及實習單位人員、指導老師、同儕、個案及家屬

等，因為實習而必須調整的打工、交友、社團等生活作息，也是引發學生實習期間壓力感受的因素。

如何在實習『前』做好身心調適因應壓力。 

我們建議妳/你 :  

  1.維持良好規律的生活：有充足的睡眠及正常均衡的飲食。 

  2.建立良好的工作分配習慣：事先做好時間規劃及管理。 

  3.多與他人互動：如交換心得、澄清任何疑慮；切勿杞人憂天。 

  4.培養休閒娛樂或運動習慣。 

  5.學會適當放鬆與調適技巧。 

  6.事前預習：根據實習科別、單位，備妥相關書籍或講義以供查詢及參考。 

  7.良好的學習態度：謙恭有禮、虛心求問、主動學習。 

  8.尋求協助：遇有情緒困擾，尋求實習指導老師、導師、心輔老師、授課教師或實習組教師等的

協助。 

9.學生校外實習是學習過程，醫院提供護理科系學生學習機會，使用醫院的場地、設備、醫療耗

材及風險承擔，學生是無法替代醫院工作，醫院護理工作不會因學生實習而減少護理人員，

病人仍是由醫院的護理人員負責照護，且護理人員也會協助指導、監督學生實習期間個案的

照護技巧，故學生校外實習依國內慣例均無薪資之現況。 

 

二、服裝儀容 

  1.依照學校及各學制之規定穿著，請維持服裝及白色護士鞋的清潔。 

  2.於實習上下班途中，不得穿著實習制服騎乘機車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於下班後，不得著實習

制服從事其他活動。 

  3.頭髮：「長髮」一律梳包頭；「短髮」長度不能超過衣領，瀏海不得過眉；不可染太突兀髮色。 

  4.服裝：學生實習必須穿著整齊並配戴學生識別證或名牌於右前胸。褲裝護士服，天冷可在制服

內加白色衣服保暖，外著毛衣。 

  5.名牌製作：識別證由系辦統一製作，或依醫院或實習單位規定，另申請佩戴實習證。 

  7.帽子：依各實習醫院或單位之規定佩戴，台北慈濟醫院須戴護士帽。 

103.12.10 制定 
104.11.10、105.10.19  
106.03.24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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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耳環：可配戴非垂吊式，但樣式需簡單。 

  9.指甲：修平並保持清潔，不可留長或塗染。 

  10.襪子：白短襪或膚色絲襪。 

  11.勿配戴有色鏡片(含有色隱形眼鏡)、手環、戒指、假睫毛或濃妝。 

三、體檢規定 

  1. 配合各醫院實習合約之要求，配合實習行政業務應於實習前三個月將檢附相關身體檢查項目

（包括胸部 X光、B 型肝炎抗原、B型肝炎抗體、C型肝炎抗體、梅毒等）之結果報告，提供醫

院參考。 

  2.B型肝炎檢查結果，若無抗體者須於實習前完成疫苗注射，並繳交注射卡 (證明)方能安排實習。 

  3.學生實習間校方均已協助投保傷害保險，實習前務必了解自己權益，保險證請自行妥善保管。 

四、與實習指導老師之連絡 

    每梯次、每個實習單位宜選派組長一位，並最晚在實習一週前與實習指導老師連繫，以確認實

習前、實習當天與實習過程中之相關事宜，諸如課業準備、住宿申請(需在實習前一個月)、集

合地點、需攜帶之儀器設備或用物等。 

五、實習儀器設備之借用 

    1.實習期間若實習醫院未提供口罩可至系辦領取，實習期間若需借用儀器設備者（如血壓計、

聽診器等），請組長在實習前一週至系辦洽借。 

2.下列實習單位會提供口罩給護理實習學生使用，故學生不需至系辦公室領取口罩：衛生福利

部桃園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三軍

總醫院松山分院、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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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中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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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禮儀 

禮儀可以表現在服裝穿著，而由內顯於外的「謙和有禮的態度」更是重要。實

習期間適當的應對進退，除可提升校譽外，對於同學畢業後的就業也具關鍵的影響

力。 

我們建議妳/你： 

   1.早上一到單位逢人必打招呼，離開單位亦需如此。 

   2.於實習場所請隨時保持微笑、有禮貌。 

   3.進出電梯應禮讓他人優先通行。 

   4.有問題請教他人時，需適當稱呼並察言觀色，切勿干擾他人。 

   5.於實習場所內外需維持專業形象，切勿大聲喧嚷、或邊走邊吃。 

   6.借用實習場所物品，須保持完整無損，用畢儘速歸還。 

   7.使用實習單位的空間和設施後，須隨時保持清潔並節約能源。 

   8.打電話給師長需注意禮貌和時間。 

二、請假程序： 

    為符合考選部護理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依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23 日考選部選專三字第

1010000949 號令，高等考試護理師、普通考試護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需具備下列兩項規範：1.基

本護理學實習需達 60 小時﹔2.內科護理學實習、外科護理學實習、產科護理學實習、兒科護理學

實習、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及精神衛生護理學實習各科實習時數需達 120小時﹔3.綜合實習科目加

總需達總時數 1016 小時(二技學制學生護理學實習不受此限)，另訂護理科(系)學生校外實習請假

辦法如下(105.09.30修訂) ： 

(一)學生因事不能到實習場所實習，應事先辦理請假手續。（附錄一、二） 

   1.病假： 

        （1）學生實習期間，如發生疾病時，由實習指導老師安排陪同就醫，視醫囑予以請假，並聯絡 

      家長。 

       （2）實習學生如因病不能上班，必須在上班前由本人或家長口頭報告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單位 

      護理長，再辦理請假手續。 

       （3）不可以手機簡訊通知也不得請同學代傳口信，否則以曠實習論。 

       （4）若無法聯絡實習單位或指導老師時，請儘速與導師、護理系辦或實習行政老師聯繫；遇車 

      禍等意外事件直接聯絡緊急校安中心２４小時專線。 

       （5）住在實習場所的學生持實習場所醫院證明及實習指導老師准假後，再辦理請假手續。 

103.12.10 制定 
104.11.10 修訂

105.10.19 修訂 
106.03.24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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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通學生須於次日或返回實習單位時補辦請假手續，並檢附公私立綜合醫院、私人診所之就     

醫證明或繳費證明以為佐證。 

   2.事假： 

       （1）非萬不得已之理由不准請事假。 

       （2）除臨時發生緊急事故外，事假須於三天前辦理，並檢附家長證明交實習指導老師核准後， 

      辦理請假手續，經核准後方可離開實習場所。 

   3.公假： 

出任學校指派活動/公函(法院通知)，公假須於五天申請，事後補證明以事假計，每梯

次最多公假一天(不扣分)，超過天數以事假扣分。 

4.喪假： 

（1）一等親：7日、二等親：5日、三等親：3日、四等親(含)以上：1日。 

（2）非屬上列親等，經相關舉證且導師認可者，得酌予給喪假 1至 3日。 

（3）喪假一天扣 1分。 

（4）非上述（1）（2）者以事假計。 

5. 婚假：給假 3 日(不含例假日)，實習扣分比照事假。 

6. 產檢假：分娩前，得請產前假 8 日。實習扣分比照病假，每次需檢附產檢證明。 

7. 生理假：比照病假，惟請假 1 日不需檢附就醫證明。 

8. 遲到： 

（1）提供大眾交通工具誤點/誤點證明、事故證明、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 

（2）有證明者不扣分。 

（3）無證明扣分為方式為:遲到三十分鐘內扣 0.5分、遲到一小時扣 1分、遲到一小時以上每小

時扣 3分。 

（4）上班前若無主動連絡老師以矌實習論。 

6.曠實習： 

    沒有音訊，未於當天實習前聯絡上實習指導老師或實習單位。 

7.停實習： 

    學生因故須停實習，務必告知該實習老師，並在三日內(不含國定例假日)親自或委託他

人至實習組處辦理完成相關手續（附錄三、四），逾時一律不予處理。 

 (二)凡未依照前條規定請假而擅離實習場所者，一律以曠實習論處。 

 (三)實習學生請假及曠實習等事項，規定如下： 

   1.累計請假達各該科實習時數 1/5 者(24或 32 小時)，該科不予計算成績，應重行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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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曠實習每 1 小時扣各該科實習總分 3 分。 

   3.累計曠實習達該科實習時數 1/6 者(26.6 小時)，該科不予計算成績，應重行實習。 

   4.每學期曠實習累計 45 小時以上，按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辦法以勒令退學論。 

 (四)各類請假除上述規定外，操行成績之計算依本校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辦法辦理。 

 (五)本辦法經護理系學生事務委員會會通過公布施行之。 

 

實習請假辦法一覽表 
 

類別 情況/證明文件 請假規定 備     註 

病假 

抱病到單位休息並由家

長帶回 /公私立綜合醫

院、私人診所之就醫證

明或繳費證明 

上班前報備 
1.上班前若無主動連絡老師以 
曠實習論 

2.一小時扣 0.5 分 

事假 家長證明 三日前申請 一小時扣 1 分 

婚假 家長證明、婚帖 三日前申請 一小時扣 1 分 

產檢假 產檢證明 三日前申請 扣分比照病假 

生理假

1 日 不需證明文件 上班前報備 扣分比照病假 

公假 出任學校指派之活動 /
公函(或相關證明) 五日前申請 

1.事後補證明以事假計 
2.每梯次最多公假一天(不扣分)， 
超過天數以事假扣分 

喪假 一等親、二等親、三等

親、四等親 
事 件 發 生 時 報

備，三日內補辦 

1.最多請假日數：一等親(7 日)；二

等親(5 日)；三等親(3 日)；四等親(1
日)。 
2.非屬上列親等，經相關舉證且導師

認可者，得酌予給喪假 1 至 3 日。 
3.一天扣 1 分。 
4.非上述 1.2.者以事假計。 

遲到 
大眾交通工具誤點 /誤
點證明、事故證明、廣

播、電視等新聞媒體 
 

1.有證明不扣分 
2.無證明扣分如下： 
(1)遲到三十分鐘內扣 0.5 分 
(2)遲到一小時扣 1 分 
(3)遲到一小時以上每小時扣 3 分 
註：上班前若無主動連絡老師以 

曠實習論 

曠實習 
沒有音訊(未於當天實習

前聯絡上老師或實習單

位) 
 一小時扣 3 分   

 

103.12.10 制定 
104.11.10 修訂

105.10.19 修訂 
106.03.24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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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請假總時數達該科實習時數的五分之一( 24 小時)，該科不予計算成績，應重實習。 
 2.學校聯絡電話： 02-24372093 轉 220（護理系主任） 
                  02-24372093 轉 221 或 223（護理系辦公室） 
  護理系傳真號碼：02-24375598 

    3.二十四小時教官專線：02-24374315 
 

 

三、颱風停實習實施辦法 

 辦法請依下列一、二、三先後順序為準： 

1.颱風季節，請收聽或收視各大傳播，依縣市政府之發佈「停課」為依據。 

2.以本校於新聞媒體上之公布為準。 

3.該學生所在實習之任一實習場所的地區停課，則一律停止實習。 

 

四、護理系學生校外實習獎懲辦法(105.09.30修訂) 

  (一)本辦法依據「護理系(科)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規範」及學生獎懲辦法訂定之。 

  (二)本校學生實習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學生獎懲辦法簽請適當獎勵。 

1.服務病患具有特殊優良事蹟，經實習場所護理長呈報護理部轉知本校者。 

2.負責盡職恪遵規定，爭取校譽有特殊事蹟者。 

3.發覺他人錯誤，立即報告能防止意外事故發生或重大效果經查屬實者。 

4.有其他優良表現者。 

  (三)實習學生成績扣分標準如下： 

1.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扣該科實習成績一至三分。 

（1）備妥藥物後，未請指導教師或負責護理人員重複核對者。 

（2）備妥藥物經指導教師核對後，未在指導教師或負責護理人員陪同下自行給藥者。 

（3）給藥時間錯誤者。              （4）治療未能按時施行者。 

（5）特別飲食給錯病人者。          （6）病人未服下藥物前離開病人者。 

（7）其他錯誤合於此項扣分標準者。 

2.有下列情形者，扣該科實習成績三至五分： 

（1）有上列各款累犯或情節重大或未自動報告者。 

（2）取藥錯誤但尚未給予病人者。    （3）錯給病人治療而情節輕微者。 

（4）各類治療遺漏而情節輕微者。    （5）其他錯誤合於此項扣分標準者。 

3.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扣該科實習成績五至十分： 

（1）上述 1.2.兩項所列各款累犯或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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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給藥劑量錯誤者。              （3）給藥給錯病人者。 

（4）給錯藥物者。                  （5）給藥途徑錯誤者。 

（6）漏給藥物者。                  （7）執行工作不慎致傷害病人者。 

（8）其他錯誤合於此項扣分標準者。 

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扣該科實習成績十-十五分： 

 （1）上述 1、2、3項所列各款累犯或情節重大者。 

 （2）未經醫師處方私自取藥給病人者。   （3）抱錯嬰兒而當未抱出醫院者。 

 （4）掛錯嬰兒手圈者。                 （5）因處方抄寫錯誤，導致他人工作錯誤者。 

 （6）其他錯誤合於此項扣分標準者。 

  (四)本校實習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以懲誡。 

1.合於下列規定者依情節輕重應予申誡或小過處分。 

 （1）上、下班無故遲到、早退及擅離職守者。 

 （2）上班時間高聲談笑，未能保持病室肅靜者。 

 （3）不愛惜公物或取為己用者。 

 （4）私自更動實習場所或私自對調上班時間者。 

 （5）上班時間態度不端莊，禮節欠佳，服裝不整者。 

 （6）接受病人餽贈者。                 （7）行為不檢，有損校譽者。 

 （8）有不誠實之行為者。               （9）不假外宿者。 

2.合於下列規定者，應予大過處分。 

 （1）累犯實習過失情節嚴重者。         （2）經查證 有喝酒、吸煙、吸毒的情形者。 

3.合於下列規定者，應予定期察看處分。 

 （1）嚴重危害病人身心者。              （2）其他合於學生獎懲辦法，須定期察看處分規定者。 

 （3）公衛或社區訪視，若未依規定訪視或偽造訪視紀錄或報告，經查證屬實，依學生獎懲辦法

第九條第十一款懲處(大過一支)。 

4.停實習處分。 

（1）學生於實習期間，精神不集中，有嚴重危害病人身心，經列舉事實，由相關單位同意，得

令其暫停實習。 

 （2）經查證有喝酒、吸煙、吸毒的情形者。 

 （3）實習期間未依規定穿著服裝，經勸誡一次後再犯者。 

 （4）嚴重危及病人生命者。 

 （5）在學期間實習成績扣分總和達五０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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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經醫師診斷為重病（包括精神疾病）、傳染病不宜繼續實習者。 

 （7）其他錯誤合於停實習者。 

  (五)其他： 

（1）學生於上班時間內，手機應維持關機狀態，未經允許使用手機者扣實習總成績 5 分，得累

計。 

（2）學生於上班時間內不得會客、接私人電話、閱讀報章雜誌、書寫作業及信件，或從事任何

與實習無關之私事。 

（3）應愛惜公物、任何公物均不得取為己用，損壞公物應照價賠償。 

  (六)本辦法所稱之學生實習懲誡，除錯誤輕微行面誡外，前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第一次）均須報  

      請護理系主任核定後執行;大過、定期察看及停實習之處分，須會同學生獎懲委員會審核通

過。 

  (六)學生實習犯過由實習指導老師書面報告護理系，並會同教學小組商議處理。 

  (七)本辦法經護理系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後公布施行之。 

 

五、其他注意事項： 

   1.學生應於上班時間內完成所應負責之工作，如未完成亦未交班者，必須令其返回實習單位完

成其工作。 

   2.學生於上班時間內不得擅離職守，疏忽職責;必須暫時離開單位時，應事先告知教師或當班負

責之護理人員。 

   3.學生於上班時間內，不可嚼食口香糖、檳榔，不可吸菸或吸食毒品，亦不得攜帶各種違禁物

品。 

   4.應愛惜公物、任何公物均不得取為己用，損壞公物應照價賠償。 

   5.非上班時間未經許可學生不得擅自進入病房與病人閒談，以免妨礙病室工作及病人休養，下

班後不得再進入病房。 

   6.實習期間若安排訪視、衛教等事宜，須先到實習單位報到後才至活動場所；活動結束後亦先

返回實習單位報到，始可離開，除非獲得實習指導老師的同意。 

   7.實習期間盡量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為宜，若需騎摩托車，務必配戴安全帽並遵守交通安全規

則。 

   8.校外租屋者，須遵循相關規範及安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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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申請住宿請於開放申請期間完成，不得臨時增加住宿申請或取消申請；申請者須填寫學生校

外實習住宿同意書(附錄五、六)，配合各醫院住宿規定，違者立即予取消住宿資格，並負賠

償責任。 

   10. 學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時，務必立即通報實習指

導老師及實習單位護理長。 

   11.若有任何意外事件，如交通事故等，應儘快洽詢本校24小時教官專線(02-24374315)、實習指

導老師或實習單位負責人(護理長)連絡。 

六、實習感控規範 

  1.每日量體溫並登錄，若體溫超過 38度或傳染性疾病徵象則暫停實習並就醫（老師隨時檢查）。 

2.依需要佩戴外科口罩（系辦提供）。 

3.協助監測探訪親屬之體溫，確保感染控制之執行。若探訪親屬發燒至 38度，則報告單位負責

人或護理長及實習教學老師並暫停該個案之護理。 

 4.接觸個案及離院前、後需確實洗手。 

5.接觸個案體液時一律配戴手套。 

6.制服不得穿離開醫院（帶回清洗時需用置物袋包妥好）。 

7.在實習期間宜盡量減少出入公共場所。 

8.實習期間罹患水痘或法定傳染病者，必要時暫停實習以隔離之。 

   9.執行注射後勿套回針頭，若有針扎或任何錯誤，均應立即報告指導老師或護理長。 

七、意外事件之處理 

     實習中若被尖銳物品（針頭）扎傷，請立刻告知實習指導教師（單位負責人或護理長），依各

醫院之處理流程提供實習生第一線之安全處置，並依本系「學生校外實習特殊事件報告單」進

行特殊事件之記錄與通報。 

     護理個案時發生意外事件（如：針扎傷、給錯藥、化學藥物外滲、化學藥物濺灑、損毀藥物/

設備/用物、病人意外傷害等），即刻通知單位負責人或護理長/實習指導老師；且依實習場所規

定處理與記錄，並填寫意外事件報告單(附錄七)。並於該日日誌一起交予校內教學小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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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尖銳物品扎傷或接觸血液、體液之處理流程： 
 

 
 
 
 
 
 
 
 
 
 
 
 
 
 
 
 
 
 

扎傷或接觸血液、體液後，立即將污血擠出，以大量清

水沖洗後，再以優碘棉球清潔傷口 

被扎/接觸者十年無破
傷風疫苗注射則應馬

上注射 

詳查服務對象抗原
及抗體 

填寫意外事件

報告單送實習

教師 

教學小組 
老師 

 
系主任 

實習組老師 

1.報告實習單位主管 
2.報告教學小組老師 
3.報告實習組老師 
 
 

服務對象 
有梅毒且 
VDRL(+)且 
TPHA≥80(+) 

服務對象為

C型肝炎或

Anti-HCV(+) 

服務對象有

愛滋病或

HIV(+) 

服務對象為B型
肝炎或高感染

群 

服務對象HBs Ag(-)，
HIV(-)，VDRL(-)不需

處理 

被扎/接觸者

注射 

Penicillin 

被扎/接觸者

為陰性或未

知 

立即抽血檢

驗，若 
Anti-HCV(+) 

6個月及一年後

定期追縱

GOT、GPT和
Anti-HCV。抗體

陽性者應繼續

追蹤其肝功能 

被扎/接
觸者為
陰性或
未知 

則6小時

內服用 
AZT 

200mg，並

定期檢驗 
Anti-HIV 

被扎/接
觸者為

陽性 

被扎/接觸者 

HBsAg(+)， 

Anti-HBs(+)Ant

i-HBc(+) 

未曾接種疫

苗被扎/接觸

者 

HBsAg(-), 

Anti-HBs(-) 

正施行B型

肝炎疫苗注

射之被扎/接

觸者 

已完成疫苗注

射，但仍為 

Anti-HBs(-) 

24小時內
注射HBIG
，並在7天
內開始接
受疫苗注

射 

不需處理 

若已產生

抗體則不

需注射 
HBIG 

尚無抗體
產生則在
24小時內
注射HBIG
，並繼續完
成B型肝炎
疫苗注射 

24小時內注

射HBIG，及

一劑加強的

疫苗 

結合相關單位，

研討改進策略 

報請衛保組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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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作業繳交 

    每梯次需交一份評值會議記錄(附錄八)；其他實習作業繳交格式、內容與繳交期限與遲交之懲

戒，依各實習科別而定。 

 

九、學生校外實習實習生活輔導： 

(一) 各實習指導老師兼負輔導實習學生生活及聯繫工作。 

(二) 由導師不定期赴實習單位訪視，負責溝通、聯繫及輔導工作。 

(三) 實習訪視：為增進校內與實習單位之溝通協調及關懷學生校外實習，特安排教師及實

習組訪視實習單位(詳見「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護理系實習單位訪視辦法」)。 

(四) 實習輔導機制：為了解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之適應狀況，並加強對學生實習期間之輔

導，協助改善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時發生不適應之情形，由導師及護理系教師，進行

校外輔導(附錄學生校外實習輔導紀錄單九，詳見「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護理系學生

校外實習輔導辦法」)。 

十、學生校外實習成效評量：(詳見護理系(科)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規範) 

(一)本系(科)學生實習成績考核分為臨床實務表現及實習作業兩部分，前項由實習單位護理

人員及實習指導教師共同考核，後項由實習指導教師負責考核，詳見各科實習計畫書。 

(二)遇學生實習表現不理想，必要時啟動實習成績預警流程(附錄十)。 

(三)實習學生若對實習成績有疑慮，可至實習組反應，必要時由實習指導老師填寫「學生校

外實習成績不及格審議單」後(附錄十一)，交各教學小組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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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相關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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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護理學實習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內科 3 A 病房、內科 5 A 病房、內科 6A 病房、外科 7C 病房、兒科 6C
病房、外科 5C 病房、3F 精神科病房） 
院址與電話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2-24292525 

護理長/督導 

內科 3A：護理長(轉 6300-6301） 
內科 5A：莊美慧護理長(轉 6500、6501）、內科 6A：黃安琦護理長（轉 6600） 
外科 7C：詹佩芬護理長（轉 1700、1702）、外科 5C：陳玉如護理長（轉 1500） 
兒科 6C：陳娥媚護理長(轉 1600、1601)、精神科 3F：程素足護理長轉 8300 
1A 社區護理室：蔡錦珠護理長(轉 7635)；門診個管衛教室：蔡孟君護理長(轉
3388)/黃文音督導(轉 5502) 

報到時間地點 上午八點鐘醫院大門口集合 

伙食/住宿 
院內有餐廳 /若需申請住宿，請於實習前提出；住宿每人 500 元+水電另計(每
天 25 元，含假日，約 1175 元)/梯次（4 人以上申請才受理、無法提供男宿舍) 

服裝 頭髮盤好、不戴護士帽、著全套實習服、白色護士鞋、配戴識別證 

交通 
火車與公車：基隆火車站下車，搭乘基隆市區公車 201號(信義國中-東信路)、 

            202號(深美國小)、203號(深澳坑)、或 205號(信義國中-和平  

           島)於『基隆醫院』站下車。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內科 7A、7B病房、骨科 13B 病房、外科 13 A 病房） 
院址與電話 33004 桃園縣桃園市中山路 1492 號   03-3699721 

護理長/督導 
7A：王伶慧副護理長(轉 3704) / 7B：葉莉玟護理長(轉 3754)  
13B：王藝華護理長（轉 4007） / 13 A：謝梨玲副護理長（轉 4301） 
傅玉招督導（轉 4319） 

報到時間地點 前一天須至宿舍，請組長與老師聯絡。 

伙食/住宿 
自理 / 住宿每人 1500 元 / 梯次（ㄧ間雙人房 3000 元/梯次），男護生於實習

申請時請先提出告知(名額有限，不一定申請得到)。 
服裝 頭髮盤好、不戴護士帽、著全套實習服、白色護士鞋、配戴識別證 

交通 
火車：內壢車站下→站前 1 路公車往桃園→三站到院。 
公車：桃園客運、中壢客運 1 路公車至本院下車 

 

103.12.10 制定、104.11.10 

105.10.19、106.03.24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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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內科 5A 病房、內兒科 10E 病房） 
院址與電話 56148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2 號  02-22193391 轉 65207 護理部 

護理長/督導 
5A：游瓊瑤護理長(轉 66500)、10E：林妙茹副護理長(轉 10000) 
朱雯副主任(轉 65213)  

報到時間地點 AM 7:50 ；10E 實習者請 7:30，先自行換好制服於 E 棟大樓大廳集合 

伙食/住宿 
院內餐廳/住宿至少需實習前二週與老師聯繫並確認住宿學生名單，住宿每人

300 元 / 梯次（5 人/間）。 
服裝 頭髮盤起、不戴護士帽，著全套實習服 

交通 
捷運:七張站轉公車 644、綠 15、或搭乘耕莘免費接駁專車， 
     大坪林站轉乘公車 644、綠 13、綠 15， 
     新店站轉乘公車 644、綠 5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9A外科 、12B病房內科、15B內科) 

院址與電話 23142 台北縣新店市建國路 289 號 02-66289779 

護理長/督導 
9A 陳美慧護理長(轉 2951)/12B 洪佩珊護理長(轉 8251) /15B 
滕安娜督導(轉 8604) 

報到時間地點 先自行換好實習服，12B7:30 /9A07:40 在大廳集合報到 

伙食/住宿 
院內有餐廳 / 若需申請住宿，請於實習前二週提出申請，逾期院方恕難安排，

(每人 2500-3000 元/梯次-以日計）。另請自備杯子。 
服裝 著全套實習服、戴護士帽。(準備一張一吋個人大頭照) 

交通 

公車路線：慈濟醫院站(建國路):紅 10, 綠 3,5,10,672,254；民權路站:綠 13,  
          290；大坪林捷運站: 252, 290, 647, 棕 2, 642, 644, 650, 紅 10, 綠   
          10, 648, 綠 15, 綠 7, 市政府-桃園 
捷運路線：新店線 ( 綠色 ) :大坪林捷運站下車 4 號出口設有接駁站提供接駁 
         車服務；淡水線 ( 紅色 ) :公館捷運站 ( 轉綠 13 到民權工業區 )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實習事務總窗口) 
院址與電話 10341 台北市鄭州路 145 號  02-25553000 轉 2619 傳真：02-25596240 

護理部教研組 林姿宜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神經外科 6 西 2 病房） 
院址與電話 10629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0 號  02-27093600 護理部分機 3557 
護理長/督導 李妙粉護理長(轉 3611 )  / 黃鶯滿督導(轉 1207) 
報到時間地點 AM8 點，醫學大樓六樓電梯處集合 
伙食/住宿 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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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 頭髮盤起、不戴護士帽、著全套實習服。 

交通 

捷運：搭乘板南線於捷運忠孝復興站２號出口下車，沿復興南路步行  
    約 5 分鐘即可抵達；搭乘木柵線於捷運大安站下車，沿復興南路  
    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  
公車：大安路口：36，37，261，263，270，311 藍，  621，  630，仁  
     愛 -公車，仁愛 -大有。  
     仁愛院區 (復興南路 )：204、204(區間 )、278、685、74。  
     仁愛院區 (仁愛路 )：41、685、74。  
     仁愛院區：33, 52, 275, 278, 285, 292, 626, 630。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7B 內科病房） 
院址與電話 22174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 59 巷 2 號  02-26482121 

護理長/督導 
林雅慧督導(轉 2010) 
7B 內科病房：曾詩如護理長(轉 2751) 

報到時間地點 
AM7:20，於醫院 1 樓大廳集合；實習白班時間 (AM 7:30~PM15:30 或事情完

成) 
伙食/住宿 院內無員工餐廳，中餐與單位共同訂便當 / 住宿自理 

服裝 
頭髮盤起，不戴護士帽、著全套實習服，「穿白色絲襪」(不可穿白短襪，不可

沒穿絲襪或穿膚色絲襪)。 

交通 

火車：汐止火車站下車轉搭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接駁車。亦可步行約 10分鐘。 

公車：由松山、南港：搭乘 605、668等公車至橋東里站下車。 

      由南港展覽館捷運站：搭乘藍 22、605、919等公車至橋東里站下車。 

      由基隆：搭乘福和客運、基隆客運(縱貫線)至橋東里站下車。 

搭乘新北市新巴士：汐止區鄉長線。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52、53 病房；42 病房；護理之家） 
院址與電話 10581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 131 號  02-27642151  

護理長/督導 
52、53 病房：胡曉玲護理長(轉 671052 )；護理之家：劉引玉護理長(轉 671994 )  
42 病房：殷嘉瑜護理長(轉 671042 )；歐乃嘉督導(轉 671440) 

報到時間地點 AM7: 30 醫院一樓大廳集合 
伙食/住宿 中餐與單位共同訂便當/ 住宿自理(6-8 人/間，上下舖，每人 300 元 / 梯次) 

服裝 
頭髮盤整齊、不戴護士帽，戴識別症、著實習服、白實習鞋(不能穿球鞋/運動

鞋/便鞋)，冬季僅可內加白高領或外加藍外套，夏季內衣褲請穿膚色或淺色 

交通 

公車：寧安街口站下車： 46， 54， 57（左）（右）， 64， 204， 266， 
277 ， 279 ， 282 ， 306 ， 307 ， 604 。             

國軍松山總醫院站下車： 0 東， 48， 254， 278。  
台汽客運：於南京公寓站下車：基隆至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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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萬芳醫院（10B 內科病房） 
院址與電話 11696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111 號 02-29307930  
護理長/督導 10B 病房：護理長(轉 50951)；湯梅芬督導長 (轉 8606) 
報到時間地點 AM7: 30 著便服在醫院一樓大廳藥局前座椅區集合(帶護士服) 
伙食/住宿 第一天不帶便當至地下街用餐/ 住宿自理 

服裝 
頭髮盤整齊、不戴護士帽，戴識別證、著實習服、白實習鞋(不能穿球鞋/運動

鞋/便鞋)，冬季僅可內加白高領或外加藍外套，夏季內衣褲請穿膚色或淺色 

 

三軍總醫院（41 外科病房） 
院址與電話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 2 段 325 號   02-87923311 
護理長/督導 41 外科病房：14000       護理長(轉 14000)；蔣凱若督導(轉 12437) 
報到時間地點 AM7: 30 醫院一樓大廳集合 
伙食/住宿 院內員工餐廳用餐/住宿自理 

服裝 
頭髮盤整齊、不戴護士帽，戴識別症、著實習服、白實習鞋(不能穿球鞋/運動

鞋/便鞋)，冬季僅可內加白高領或外加藍外套，夏季內衣褲請穿膚色或淺色 

交通 

公車： 
(1)駛入內湖院區內的公車：０東、市民小巴 10、藍 20、藍 27、 28、紅 29、
278、284、521、551、617、645、903 
(2)駛至國醫中心（成功路二段）公車： 214、286、617（從新莊出發未至院

區內，回新莊時有進入院區內）、630、652、小 3、棕 9、 
國光客運（基隆－石牌，基隆－內湖）：於國醫中心（成功路二段）公車站

下車。  
捷運路線：紫陽里（捷運內湖文德站）→三總 0 東、 278、521、藍 20（內湖

三總院區）286、652、 214（國醫中心門口） 

 

 

學校總機 02-24372093 總教官分機：360 
護理系行政辦公室分機：224、227 護理系教官分機：363 
24 hours 教官室專線 02-24374315 
(任何安全或是詐騙相關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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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學生校外實習請假單 

二、 學生校外實習調班單 

三、 學生暫停/放棄實習申請流程 

四、 學生自願暫停/放棄實習切結書 

五、 學生校外實習住宿同意書 

六、 各醫院提供學生住宿一覽表 

七、 學生校外實習特殊事件報告單 

八、 實習單位評值會議紀錄 

九、 學生校外實習輔導紀錄單 

十、 護理系(科)學生校外實習成績預警流程 

十一、 學生校外實習成績不及格審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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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科) 

學生校外實習請假單   (本聯護理系存留） 

班  級  學 號  姓名  

實習機構名稱  實習單位  

假別 / 事由  證明文件  

請 假 期 間 

                                                           日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共     時 

                                                               分 

備 註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實習指導老師 

簽章 
 

實習單位 

護理長簽章 
 

護理系實習組 

簽章 
 

護理系(科)主任 

簽章 
 

(學生請假由實習指導老師與護理長共同核准，實習結束後統一由實習指導老師同實習日誌繳回系上存查。請假累計

達 16 小時，請實習指導老師務必與導師及家長取得聯繫，確認學生狀況) 

---------------------------------------------------------------------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科) 

         學生校外實習請假單    (本聯實習單位存留） 

班  級  學 號  姓名  

實習機構名稱  實習單位  

假別 / 事由  證明文件  

請 假 期 間 

                                                           日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共     時 

                                                               分 

備 註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實習指導老師 

簽章 
 

實習單位 

護理長簽章 
 

護理系實習組 

簽章 
 

護理系(科)主任 

簽章 
 

102.12.11、103.11.26 
105.04.15、105.09.30 
106.03.24 修訂 

102.12.11、103.11.26 
105.04.15、105.09.30 
106.03.24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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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科) 

學生校外實習調班單 

實習機構/單位  實習指導教師  

原實習日期  原實習時段  

預調班日期  預調班時段  

調班原因  

調班時段 

計 劃 表 
 

學生與監護人簽名 

學生學號 

 

學生姓名 

 

學生簽名  

 

監護人姓名  監護人簽名  

(請學生注意，不可以找人代簽監護人姓名，以免觸法若因住宿可由指導老師電話聯繫監護人) 

會 簽 及 審 核 

實習指導老師

簽章 
 

實習單位 

護理長簽章 
 

護理系(科) 

實習組簽章 
 

實習單位 

護理部簽章 
 

護理系(科) 

主任簽章 
 

102.12.11、103.11.26  
105.09.30、106.03.24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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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暫停/放棄實習申請流程表  

填寫『暫停/放棄實習申請表』：學生 

↓ 

家長簽章 

↓ 

導師 

↓ 

護理科(系)實習組 

↓ 

護理科(系)主任 

↓ 

繳回護理科(系)實習組，完成暫停實習申請 

 

 ◎注意事項： 

1.      『暫停/放棄實習申請表』：請至護理科實習行政拿取或自行自護理科實習組網頁下載。 

2.      未開始實習者：須於實習開始前一週完成申請手續。 

3.      實習期間停止實習者：須於實習停止三天內完成申請手續。 

4.      申請辦理之學生需請相關老師用印，將整個流程完成。 

5.      申請暫停實習之同學，於規定時間內至課務組辦理加退選手續並且自行在可實習之其他

時間再申請『延修生實習登記』實習，方能補足遺缺之實習學分，以防畢業時必修學分

不足。 

 

※若有相關問題可至系辦找實習組老師 TEL：24372093#221、223。 

102.12.11、103.11.26 
104.10.16、105.09.30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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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護理系(科) 

 

學生自願暫停/放棄實習切結書 

 

                                                 停止實習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完成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查護理系(科)學生：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學號：_____________  班級：__________， 

因為：     個人因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因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因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法參校業已排定(日期)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之(科別)___________實習，本人了解依護

理系學生實習課程重(輔)修辦法規定，該科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應重修實習，且可能會延長修年

限；未完成之實習請至護理系辦公室(C102)填寫延修生實習登記申請書提出申請。 

【放棄此次實習機會，請謹慎思考】 

 

 

 

申請學生： 

學生家長： 

敬會 

       導師/認輔導師(延修生適用)：               (簽章) 

       意    見：                             

實習組：               (簽章) 

意    見：                             

       護理系主任：               (簽章) 

       意    見：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護理系科核准蓋印處及審查人： 

102.12.11、103.11.26 
104.10.16、105.09.30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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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科) 

學生校外實習住宿同意書 
 

 

學生                班級            學號              

實習期間因應學生及家長需求，院方提供輪值人員之宿舍供

學生暫住，學生必須遵守相關安全規定，並如期繳交清潔費新台

幣               元整。學生於住宿期間之行為及安全由學生及

家長負責督導，若有違反宿舍規定，院方得立即要求學生遷出，

校方得視情況終止該生之實習。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 

學生簽名：                        日期：  

家長或監護人與學生之關係：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日期： 

102.12.11、103.11.26 
105.09.30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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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醫院提供學生住宿一覽表： 

實習機構 實習科別 提供住宿 住宿費用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兒科 
外科 

社區衛生 
精神科 

有/3-4 人以

上方可申請 

每人 500 元、水電另計(每
天 25 元，含假日)/梯次，

4-8 人/間； 
無法提供男生宿舍。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內科 
產科 

有 
每人 700 元，4 人/間； 
無法提供男生宿舍。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兒科 
精神科 

有 
每人 300 元，5 人/間； 
無法提供男生宿舍。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內科 

有 
每人 2500-3000 元/梯次-以
日計，4 人/間。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精神科 

有 
每人 300 元，6-8 人/間。 
暫無法提供男生宿舍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產科 無 可申請學校宿舍。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外科 無 可申請學校宿舍。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產科 無 可申請學校宿舍。 

亞東紀念醫院 外科 無 可申請學校宿舍。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兒科 
外科 

無 
可申請學校宿舍。 

基隆市仁愛區衛生所 社區衛生 無 可申請學校宿舍。 
基隆市信義區衛生所 社區衛生 無 可申請學校宿舍。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宿舍 
全 

有 
每人每週 800 元，水、電費

另計。 
(以上為各醫院實習住宿所列之收費標準，如有異動將另行公告) 
 

如有任何實習問題可洽系辦，電話 24372093#22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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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科) 

實習單位 評值會議記錄 
 

  實習機構：                              實習科目：          科護理學實習 

  實習單位：                              實習天數：共      天 (每週    天)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評值日期：     年     月     日  (am；pm)      ：      ～      ：       

  評值地點： 

  主席：                                  紀錄： 

  出席人員： 

指導老師 簽名欄 指導老師 簽名欄 

護理長  實習指導教師  

    

實習學生 簽名欄 實習學生 簽名欄 

    

    

    

    

    

   ◎ 評值內容：一、實習目標(護生自我評值)；二、教學活動(護生自我評值)； 

                三、實習心得(護生自我評值、護理長與指導老師)； 

                四、具體建議 

實習指導 

老師簽章 
 

護理系(科) 

實習組簽章 
 

實習單位 

護理長簽章 
 

護理系(科) 

主任簽章 
 

102.12.11、103.11.26 
105.04.15、105.09.30 
106.03.24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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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科)學生校外實習輔導紀錄單 
學制 □日間部五專  □日間部四技  □日間部二技  □進修部二技 

學習機構與單位 機構：                     單位：  

實習期間/科別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科別： 

實習學生/學號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輔導事由 □適應障礙  □情緒失調  □學習困難    □成就動機低落  □身體不適 

□針扎      □給藥異常  □接觸 TB病人 □其他                       

輔導教師簽名  

事由敘述：請說明敘述事由日期、時間、具體事證 

 

 

 

 

 

處理(輔導過程)及結果 

 

 

 

 

 

 

通報過程 □護理長□導師□教學小組□實習組□系主任□其他               

紀錄教師簽名：  

班導師： 

 

 

 

教學小組： 

 

 

 

實習組： 

 

 

 

系主任： 

 

 

102.12.11、103.11.26 
104.04.24、105.09.30 
106.03.24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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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科)學生校外實習成績預警流程 

預警時程  負責人  繳交資料  處理行動 

         

第二週 

週五 

(或必要時) 

 
實習 

指導老師 
 

備妥「學生校外實習輔導

紀錄單」，內容需含： 

1.學生出缺席狀況。 

2.學生臨床表現評量，含

具體事例說明。 

3.學生作業，考試成績。 

 

＊繳交給實習組職員 

＊請轉知學生成績不理想 

＊轉知實習組 

＊轉知導師 

＊轉知教學小組 

        

 

實
習
組
老
師 

導
師 

教
學
小
組 

 訪談紀錄  

導師： 

1.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2.聯絡家長溝通學生學習狀況。 

3.撰寫訪談紀錄，轉知教學小組。 

教學小組： 

1.了解老師教學及學生實習狀況。 

2.連絡實習單位，了解學生實習狀

況。 

3.召開教學小組會議，擬定輔導方

案，轉知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組。 

         

第三週 

週四前 
 

實習組 

職員 
   

1. 匯集導師及教學小組訪談資料 

並存參乙份。 

2.  轉知實習組老師。 

         

第三週 

週四前 
 

實習 

指導老師 
   

1.匯集所有書面資料。 

2.追蹤輔導情形。 

         

第三週 

週四至 

第四週 

週五前 

 
實習 

指導老師 
   

依照匯集方案進行輔導。 

1. 請老師務必在實習結束前讓學

生知道及格與否，並於會談紀

錄中簽名。 

2. 必要時，該生最後實習總成績

送由校內外教學小組共同審核

評定給予。 

 

105.09.30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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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科) 

學生校外實習特殊事件報告單 
填表人： 

學 制 □日間部五專  □日間部四技  □日間部二技  □進修部二技 

實習機構與單位 機構：                   單位：  

實 習 期 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實習科目： 

實習學生/學號  

發 生 時 間    年    月    日 

實習指導老師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檢討(分析原因與改進)： 

 

 

 

會辦單位與意見 

教學小組: 

 

 

班導師: 

 

 

實習組: 

 

 

護理系(科)主任： 

 

 
註：學生發生各種特殊事件需呈報者請填此表，例如：針扎、缺曠班、意外傷害、特殊成績（低於 60分或高於 90分）…等，遇有時效之事件，

請優先電話、傳真或是 Email聯絡相關單位，並迅速處理，隨後再補寄本表單存查。   護理系傳真(02)2437-5598 

102.12.11、103.11.26 
104.4.24、104.11.20 
105.09.30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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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科) 

學生校外實習成績不及格審議單 

學 制 □日間部日五專  □日間部四技  □日間部二技  □進修部二技 

學生姓名/學號 姓名：                       學號： 

實習機構與單位 機構：                       單位：          

實習科別 □基護 □內科□外科 □產科 □兒科 □精神科 □公共衛生 □       

實習起訖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實務成績 
作業及測驗成績 實習總成績 

指導老師評分 護理長評分 

    

學生特殊狀況及輔導摘要： 

 

 

 

 

 

 

實習指導老師簽名： 

審議摘要及結果： 

摘要： 

 

 

 

 

 

 

 

 

 

 

結果：        □及格                □不及格 

導師簽章 教學小組簽章 實習組簽章 護理系科主任簽章 

 

 
   

 

104.3.4 制訂 
105.09.30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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