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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護理系  二技護理學實習—婦產科護理實習計劃書 

 

 

一、實習對象：本校二技護理系學生，已修畢五專婦產科護理學實習課程且及格者。 

 

二、時間：實習醫院/單位、實習期間、學生名單，請見實習手冊。 

 

三、實習方式： 

   1.每梯實習共 15 天，120 小時。 

    2.每單位由 1 名教師負責指導。採合聘模式時，由護理臨床教師負責護理實務指導、學 

校教師負責專業報告指導與批改，或護理實務及專業報告指導均由護理臨床教師負責。 

    3.臨床個案由實習指導老師指派與安排。 

    4.護理方式：採個案與家庭護理方式。  

 

四、實習目標： 

   1.應用基礎醫學知能與一般臨床護理技能，熟知具有婦科疾病之患者或孕產婦的生、心理變化及 

     護理需求，提供護理專業照護。 

    2.能運用批判性思考，收集相關資料，利用各種資源於護理過程以提供個案或孕產婦整體性之護 

      理。 

    3.瞭解高危險妊娠、不孕症、或婦科重大手術之護理問題與照護，並有效運用關愛於個案及其家 

      庭成員的照護。 

    4.能與醫療團隊成員有效溝通與合作，克盡職責，提供以家庭為中心的理念給予衛教及護理。 

    5.瞭解婦產科照護之產前、產中、產後的倫理議題與因應態度。 

    6.能熟悉收集文獻的方法，有能力閱讀他人的研究報告，以具備終身學習的知能。 

 

五、實習作業： 

    1.個案報告：婦女任一階段皆可選為個案，依家庭評估與婦女健康評估收集完整資料，並尋找國 

     外、國內文獻配合參考，撰寫報告過程中定期與指導教師討論，格式參考附件三。 

  2.實習總心得報告一份：分享實習經驗與自我成長，含自我評值、目標檢討與反思，並提出對實   

   習安排有建設性之意見。 

  3.進修部選習者可加寫議題評析報告一份：針對一種婦產科相關議題，搜集中、西文相關文獻（至 

   少各兩篇），詳讀後進行評析並撰寫報告。 

  

六、評值方式： 

    1.臨床護理實務佔 60%(附件二)。 

    2.實習作業討論參與度及個案報告(評分表詳如附件四)、總心得(含自我評值、目標檢討與反思)

報告佔 40%。有加寫「議題評析報告」者，可加作業總成績 3 至 5 分。 

 

 

102.12.11、103.11.26 

104.04.24、104.12.09 

105.04.15、106.03.24 

106.09.13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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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 

經 國 管 理 暨 健 康 學 院 

護理系二技護理學實習-婦產科成績總表(學校指導老師專用) 

實習機構與單位：                              學分數：         實習時數：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實習指導老師簽章：                     

序 學號 姓名 
臨床護理實務 

60％ 

實習作業 

40％ 
總成績 

（分） 
週心得與 

總心得10% 
個案報告30% 

1       

2       

3       

4       

5       

6       

7       

8       

＊成績呈現方式：分數呈現時請書寫為「分子/分母」的方式，分子為以 100 分計的該項目原始成  

  績；分母為該項分數乗上百分比的得分，乘上百分比之後請取小數點後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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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二技 

婦產科成績總表(合聘護理臨床教師專用) 

 

實習機構與單位：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姓名/學號 護理專業實務（70%） 
護理專業報告撰寫

（30%） 
總成績(分) 

學生名單 
實務表現 

60% 

週心得與 

總心得 10% 
個案報告 30%  

     

     

     

     

     

     

     

     

＊成績呈現方式：分數呈現時請書寫為「分子/分母」的方式，分子為以 100 分計的該項目原始成績；

分母為該項分數乗上百分比的得分，乘上百分比之後請取小數點後一位 

 

護理專業實務評量者簽名：                  護理專業報告評量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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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二技護理學實習-婦產科實務成績考核表 

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實習單位：                   實習日期：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 
 

  .02.01～   .7.31實習時數  .08.01～   .01.31實習時數 備註(請註明日期、假別與時數) 

   
 

專業核心素養 項目/分數比例 
學生自

評(0%) 

指導教師 

評量(50%) 

護理長 

評量(50%) 

1.一般臨床護理技能 
1.護理過程能確實配合學理5%    

2.正確、安全、有效率執行各項技術10%    

2.基礎生物醫學科學 
能陳述病理、生理機轉、瞭解檢驗檢查之意義、

熟知個案藥物治療之注意事項及結果10% 
   

3.批判性思考 

1.能應用專業知能於護理過程、評值護理成效與

分析影響因素5% 

   

2.能思辨學理與實務之異同；舉一反三、觸類旁

通、歸納整理、呈現創造力5% 

   

4.關愛 

能有愛心、同理心、尊重隱私、注重性別平等，

經常反思自省，依個案與家庭需求訂定個別化目

標與依優先次序執行適切的護理計劃措施10% 

   

5.溝通與合作 

1.人際溝通10% 

(與同學、個案與家屬、醫療小組、老師之互動

關係) 

   

2.能傾聽、主動參與討論並能接受建議及改進5% 
   

6.倫理素養 
遵循「職場倫理、護病倫理、師生倫理、尊重智

慧財產權、生物醫學倫理」等倫理準則10% 

   

7.克盡職責性 

1.時間管理（準時上下班與繳交作業）5%    

2.服裝儀容整潔5%    

3.誠實、負責完成份內事務10%    

8.終身學習 

1.能充實自我專業能力（含英文、文書、資訊能

力）5% 
   

2.學習態度積極、能尋找及善用有效資源5%    

總分：    

總分平均：  

老師評語： 
 
                                                      

教師簽名： 

護理長簽章 

 

 

護理督導簽章 護理部主管簽章 



護理學實習-婦產科護理學 

106 學年度婦產科護理學 6 

【附件三】 

婦產科個案報告格式 

（一） 封面：書寫標題，註明班級、學號與姓名。 

（二） 前言：簡述選擇此個案的動機或特殊性、重要性。 

（三） 文獻查證：與個案及其家庭相關之國內、國外文獻整理。 

（四） 護理評估： 

＊個案基本資料：年齡、身高、體重、教育程度、婚姻狀態、職業、宗教信仰、婦科史（初經年齡、

月經週期、避孕方式）、產科史（孕次、產次、流產次、預產期）等。 

＊家族圖譜：繪出家庭樹，並簡述其家族病史與互動關係。 

＊此次入院經過與診治情形：入院日期、特殊檢驗與檢查報告、用藥與用藥後反應等。 

＊生理狀況：亦可參考使用 Gordon 11 項健康功能評估或其他護理評估模式。 

＊家庭發展階段：描述個案目前所處之家庭發展階段與任務，及個人角色、生育計劃等。 

＊家庭功能：包括情感、社會化、健康照顧功能與問題解決能力，如家庭溝通模式、家務分配、支持

系統、生活安排與家人建立親密關係等。 

＊個案身心適應：對身體心像的感受、對疾病的認知與感受、抱嬰兒的姿態、哺餵技巧、嬰兒對父母

的反應、為人父母的責任、對嬰兒的認同、照顧及育嬰觀念、返家計劃與安排等。 

（五） 個案護理問題或家庭壓力源： 

（六） 個案與家庭護理計劃：確立個案或其生育家庭之健康問題 

護理評估 護理診斷 護理目標 護理措施 護理評值 

     

 

（七）討論與結論：在提供此個案護理照護後提出具體的限制與困難，及對日後護理實務工作提出具 

      體建議。 

（八）參考資料：採用 A.P.A.格式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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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二技 護理學實習-婦產科作業評值表 

班級：               學生姓名：                學號： 

題目名稱： 

項目/分數比例 得分 備  註 

一、討論參與度 20%。   

二、個案報告 80%。   

（一）文字敘述 4分                                 

1.文章結構清晰、文辭通順正確(2) 

2.整體架構表現出護理過程之思考過程(2) 

  

（二）報告內容 

1.前言 4分                                     

(1)明確說明此個案選擇之動機與重要性(2) 

(2)個案的選擇與護理過程具獨特性與立意(2) 

  

2.文獻查證 8分                                 

(1)文獻查證之系統、組織與條理(3) 

(2)文獻查證內容中含近期之中、英文獻(2) 

(3)參考文獻內容與個案問題、護理措施有相關性(3) 

  

3.護理評估(含個案簡介) 15分 

(1)相關資料具主客觀性及時效性(5) 

(2)能提供患者整體性及持續性的評估(10) 

  

4.問題確立 8分 

(1)問題剖析之客觀、具時效性與正確性(4) 

(2)具主、客觀資料及相關因素(4) 

  

5.護理措施 17分 

(1)確立護理目標，具獨特性(4) 

(2)根據問題提供連貫、一致與適當措施(5) 

(3)護理措施具體、周詳，具個別性與可行性(6) 

(4)護理措施與文獻查證內容有連貫性與一致性(2) 

  

6.結果評值 8分 

(1)針對護理目標與措施之有效性評值(3) 

(2)對個案整體護理之具體成效作評值(3) 

(3)有具體的後續照顧計畫(2) 

  

7.討論與結論 12分 

(1)總論敘述簡明扼要(3) 

(2)個人觀點明確(3) 

(3)提出具體限制與困難(3) 

(4)報告成果對日後護理實務工作有具體建議(3) 

  

8.參考資料 4分 

(1)參考資料與內文引用均依 APA 格式書寫（2） 

(2)參考資料與全文連貫、一致與適切(2) 

  

實 習 作 業 總 分 100% 
※有加寫「議題評析報告」者，可加作業總成績 3 至 5 分。 

  

 

                                                   指導老師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