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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護理系 二技護理學實習 

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計畫書(衛生所) 

一、實習對象：本校二技護理系學生，已修畢五專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課程且及格者。 

二、實習場所：如實習名單安排之單位 

三、實習時間：共實習 15 日，每日 8 小時，共 120 小時。 

四、實習方式：由校內教師負責指導每梯次七-八位學生。 

              由機構指導者負責指導每梯次一-三位學生。 

五、實習目標： 

(一)能運用一般性社區護理之技能，以及流行病傳染病等生物醫學科學之基 

  本知識於社區護理工作情境 

(二)能運用社區衛生護理概念、批判性思考方式和關愛之技巧，依據社區或 

群體特性來評估個案、家庭與社區在健康層面之問題與照顧需求 

(三)能應用社區健康評估的方法完成社區健康評估 

(四)能瞭解社區衛生護理人員的角色、功能、倫理素養，以達克盡職責、終 

身學習與專業之發展 

(五)能表達對社區衛生護理未來趨勢之看法 

  六、實習内容： 

(一)完成社區健康評估 

(二)能發現社區或群體組織為焦點團體，協助推動社區健康促進之衛生教育工作 

(三)了解社區（社團）之健康營造工作 

(四)參與社區衛生保健活動 

  七、實習進度： 

      第一階段(1-4天)： 

(一)認識衛生局、所及社區環境 

(二)認識衛生所門診業務及公共衛生護理人員角色 

(三)了解社區健康評估内容 

(四)擬訂社區健康評估計畫 

(五)拜訪社區相關機構及人物 

第二階段(5-8天) 

(一)拜訪社區相關機構及人物 

(二)收集社區健康評估資料 

(三)分析社區健康評估資料 

第三階段(9-12天) 

(一)拜訪社區相關機構及人物 

(二)收集社區健康評估資料 

102.12.11、103.11.26 

104.04.24、104.12.09 

105.04.15、106.03.24 

106.09.13修訂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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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社區健康評估資料 

第四階段(13-15天) 

(一)收集社區健康評估資料 

(二)分析社區健康評估資料 

(三)組織社區焦點團體或衛生計畫推動小組，討論社區健康問題 

(四)完成社區健康評估報告 

八、學生實習前準備工作： 

(一)複習社區健康評估内容 

(二)複習衛生統計方法(生物統計法) 

(三)熟悉電腦網路收尋資料 

(四)熟悉成立焦點團體或衛生活動推動小組方法 

九、教學活動： 

(一)示教 

(二)作業指導 

(三)依學生個別差異指導 

(四)討論會 

   十、學生作業 

(一)週評值心得 

(二)社區健康評估報告 

(三)實習總評值及心得 

  十一、成績考核内容： 

(一)臨床護理（工作能力、專業態度）50%，評分表詳如附件二 

(二)社區健康評估報告 40%，詳如附件三、四 

(三)實習心得 10% 

    十二、參考資料: 

(一) 尹祚芊總校閱(2017) •新編社區衛生護理學•台北：永大。 

(二) 陳美燕總校閱(2017) •社區衛生護理學•台北：啟英。 

(三) 丘子易總校閱(2017) •社區衛生護理學•台北：華格那。 

(四) 尹祚芊總校閱(2016) •社區衛生護理學(七版)• 台北：永大。 

(五) 李怡娟總校閱(2015) •社區衛生護理學(三版)• 台北：華杏。 

(六) 王桂芸、劉雪娥、馮容芬總校訂（2014）•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五版)•台北:永大。 

(七) 史麗珠（2014）•生物統計學（二版）•台北:華杏。 

(八) 王世俊等（2010）•老年護理學（五版）•台北:華杏。 

(九) 衛生福利部或政府部門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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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 

經 國 管 理 暨 健 康 學 院 

二技護理系護理學實習 

社區衛生(衛生所)護理學實習成績總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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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學號 

臨床護理（工作

能力、專業態度）

50% 

實習心得 

10％ 

社區健康評估

報告 

40％ 

總成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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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技護理系護理學實習 

社區衛生(衛生所)護理學實習成績總表(合聘護理臨床教師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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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學號 

護理臨床實務（60%） 

社區健康評估

報告40％ 
總成績(分) 

臨床護理（工作

能力、專業態度）

50% 

實習心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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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社區衛生護理學實務成績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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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1實習時數 08.01 ～  .01.31實習時數 備註(請註明日期、假別與時數)  
 

  
 

 
 
 

八大核心素養 
能力指標： 

〈0-2〉0-指導後仍未達成，1-經指導後僅 50%達成，2-經指導後 100%達成 

〈0-3〉0-指導後仍未達成，1-經指導後僅 30%達成，2-經指導後 70%達成 

       3-經指導後 100 %達成 

學生

自評

(0%) 

指導

教師

評量

(50%) 

護理

長評

量

(50%) 

一般臨床護理技能 

15 % 

1.能根據護理過程來評估社區現象（A）〈0-3〉    

2.能根據護理過程來診斷社區問題（D）〈0-3〉    

3.能根據護理過程對社區問題作適當的改善計畫（P）〈0-3〉    

4.能根據護理過程來執行社區計畫（I）〈0-3〉    

5.能根據護理過程來評值所做的計畫是否達到目標（E）〈0-3〉    

基礎生物醫學科學 

10 % 

1.能瞭解各項測量（含身體評估）正常與異常檢驗數值的意義。〈0-2〉    

2.能整合基礎醫學各科學門於社區評估。〈0-2〉    

3.能善用流行病學、衛生統計、社區民眾篩檢報告於社區評估。〈0-2〉    

4.能描述藥物作用及其應用。〈0-2〉    

5.能就社區篩檢的結果進行民眾疾病之生理與病理狀態之相關性解釋。〈0-2〉    

批判性思考能力 

15 % 

1.能於護理現況中覺察問題，並搜尋資料以判定優先次序。〈0-3〉    

2.能反思護理相關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設計和行動。〈0-3〉    

3.能說出各種解決方案之優缺點。〈0-3〉    

4.能具有自我反省能力。〈0-3〉    

5.於分析問題時思路開闊有自己的見解，勇於創新。〈0-3〉    

關愛 

10 % 

1.能站在對方立場表達關心。〈0-2〉    

2.能具備同理心及利他精神，能以利他的服務理念呈現於行動中。〈0-2〉    

3.能幫助社區尋求社會組織的支持。〈0-2〉    

4.能為社區進行促進健康之知識教導。〈0-2〉    

5.能充分利用社區資源。〈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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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與合作 

15 % 

1.能傾聽：接受、注意、解釋並回應口語訊息與其他暗示。〈0-3〉    

2.能以分工的態度主動參與團體活動，共同計畫及做決定，合作達成共同的目標。〈0-3〉    

3.能尊重與包容不同意見及重視團體成員之想法及意見，並支持團體決策。〈0-3〉    

4.能與照護個案及醫療團隊溝通與合作。〈0-3〉    

5.能與個案及家屬進行有效的溝通，幫助個案改變影響健康的不良行為。〈0-3〉    

倫理素養 

10 % 

1.能瞭解倫理的原則，並運用倫理原則於生活與工作中。〈0-2〉    

2.於生活中能尊重自己與他人價值觀及隱私。〈0-2〉    

3.能辨識倫理困境並尋求協助。〈0-2〉    

4.在學習過程中，能展現尊師重道的言行。〈0-2〉    

5.能尊重病人福利、文化多樣性、信仰和自主權。〈0-2〉    

克盡職責性 

10 % 

1.服儀適當。〈0-2〉    

2.遵守健康生活習慣。〈0-2〉    

3.守時並盡責完成份內工作。〈0-2〉    

4.盡力完成實習目標。〈0-2〉    

5.主動表達學習需求。〈0-2〉    

終身學習 

15 % 

1.能適當的認識自我並具自我學習導向的能力。〈0-3〉    

2.能懂得如何蒐集資料及運用資料。〈0-3〉    

3.能利用相關資源，促進學習。〈0-3〉    

4.能具查閱專業相關資訊之能力。〈0-3〉    

5.能主動展現終身學習的精神。〈0-3〉    

總分    

總分平均  

教師評語 

實習指導老師 實習單位護理長 

 

實習單位護理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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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社 區 衛 生 護 理 實 習 報 告 指 引 

＊ 社區健康評估報告格式 ＊ 

 

壹、 前言 

貳、 社區健康評估的目的 

參、 社區健康評估的模式 

肆、 蒐集資料的方法與來源 

伍、 社區評估的內容 

一、地理環境特性 

二、人口群特性 

三、社會系統 

四、社區的溝通和社區意識 

 陸、社區護理診斷與 SWOT分析 

        柒、結論和建議 

 捌、致謝與心得感想 

 玖、參考資料 

 拾、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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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縣市鄰里名稱 

社區健康評估報告 
 

 

 

 

 

 

 

 

 

      學校：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護理系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老師 

      實習單位：                    

      報告繳交日期：                



社區衛生護理學 

社區衛生護理學 10 

 

目    錄 
  壹、前言 

  貳、社區健康評估的目的 

  參、社區健康評估的模式 

  肆、蒐集資料的方法與來源 

  伍、社區評估的內容 

  陸、社區護理診斷(與 SWOT 分析) 

  柒、結論與建議 

  捌、致謝與心得感想 

  玖、參考資料 

  拾、附件 



社區衛生護理學 

社區衛生護理學 11 

壹、前言 

評估此社區的動機、重要性。 

貳、社區健康評估的目的（寫出評估的大方向以及場域） 

藉由社區評估，了解此鄰里的哪些評估內容及評估大方向（如居民的特性、文化背景、社區

動力、社區所關心的事物、社區居民的需要，及社區的個別性、社區的健康問題、可運用資源等。 

參、社區健康評估的模式 

一、評估模式： 

採用安德森(1996)等人之「與社區為伙伴」(Community as partner)的模式， 

  此模式強調社區衛生護理人員與個案的互動，共同解決問題與滿足社區民眾的需求；不再是 

以往由護理人員不斷給予個案（Client）照護，而是由個案主動參與，形成伙伴的意涵。 

二、評估的步驟： 

1.文獻查證 

2.實地考查：走街、參與活動等 

  3.調查：人口學、社會調查等 

4.資料分析：社區行為、信念、態度、價值觀等 

  5.診斷：發現問題、找出原因等 

肆、蒐集資料的方法與來源 

一、蒐集資料的方法 

1.擋風玻璃式調查(Windshield Survey) 

2.重要人物訪談(Key Informants Interview) 

3.社會指標(Social Indicators) 

4.社會調查(Social Survey) 

5 其他 

二、蒐集資料的來源 

   經由里長、鄰長、衛生所、戶政事務所、志工等。 

  （前述資料收集方法可以根據小組實際情況做描述，需描述資料收集之聯繫過程及資料來源 

的類目或名稱、或人物頭銜；資料收集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方法） 

伍、社區評估的內容 

一、地理環境特性 

1.社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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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地形及面積、自然環境地形（山水或河流……）、社區的地理範圍（東西南北的鄰近界 

線）、社區發展史（名稱來源、社區特殊的文化資產或習性）、環境特性【住宅特性（住宅或 

商業區或工業區或農業區或混合描述都市化情形；工廠種類及農作物種類。 

2.生物環境 

氣候概況（乾燥或潮濕、氣溫變化情形、風向、霧氣、紫外線指數等）；環境衛生情形（空

氣、水、噪音、垃圾處理、蚊蟲等）；有無任何天災引起的環境威脅（颱風、土石流、淹水

的危機等） 

3.動植物情形 

描述社區動植物養殖及分佈情形以及是否影響週遭環境衛生及生態或水土保持的影響。 

4.人為環境 

人為之建設以及對自然環境或生態之破壞情形；對社區安全之威脅情形。 

5.氣候 

社區氣候是否影響社區健康，社區是否具備應付氣候變化的能力。 

 

二、人口群體特性 

1.人口數/戶數、人口密度、鄰里數量。 

2.人口組成、籍貫，要畫圖形【分段年齡人口比率（1 歲以下、2~14 歲、15~24 歲、25~39 歲、

40~64 歲、65 歲以上）、男女性別比率】；職業別（主要的三種）。 

3.教育程度（小學以下、國中畢、高中職畢、大專/大學、研究所以上）。 

4.婚姻狀況（已婚/未婚/喪偶及新移民數量）。 

5.十大死因以及民眾的健康行為等死亡之主因、一年內衛生所曾經收案管理的案別及案數、衛

生所老人體檢的完成率與發現的主要健康問題。 

6.生命統計資料 

收集五年內的資料並畫出曲線圖做比較，描述 12 個項目為「粗出生率、粗死亡率、自然增

加率、流動人口及人口遷移率（遷進/遷出）、依賴指數、生育率、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

率、各分段年齡死亡率（1 歲以下、2~14 歲、15~24 歲、25~39 歲、40~64 歲、65 歲以上）。 

三、社會系統 

1.教育系統 

(1)各級學校要寫出學校等級、名稱、班級數及學生總人數；中小學要描述學區分布情形。 

(2)公私立各種類型之教育學術單位的名稱及分佈情形（安親班、才藝班、成人教育、長青學院、 

技藝班、圖書館）；社區民眾對此些資源之運用情形 

(3)學校環境--找一個學校進行資料蒐集，包括學校等級、名稱、班級數及學生總人數；校園硬 

體環境評估（硬體設施、校園有無潛在危機、安全的措施或設備；遊具的安全性及管理制度； 

廁所之環境維護）；衛保中心的功能（校護之專業資格、95 年度之學童健康維護之年度計畫， 

如蛀牙、視力、蟯蟲…）、學童健康概況及意外事件的分佈；特殊個案的照護管理情形 

2.安全與運輸系統 

警政單位及名稱與其服務情形（警察局、派出所、自治隊、巡守隊……），  是否建立巡邏網 

或警民連線服務及裝置監視器。社區之治安情形以及報案事件種類的分佈情形（如車禍、意外、 

失竊、家暴……等）。滅火器的種類及設置地點，是否定期保養及超過有效期限，有無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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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空間的設置情形；路霸、走道淨空狀況。社區民眾與外界往來的公共及私人的交通工具。 

3.政治系統 

社區內的政治色彩，社區內之政府相關單位（描述單位名稱及服務內容；各單位的領導人及其 

姓名及頭銜（縣市議員、鄰里長、民意代表）；社區內的非正式民間團體（如聯誼社團、志工 

團隊、婦女團體……等）的名稱與團體特性、成員人數及參加者資格；各團體之領導人的姓名 

及頭銜、領導人之功能。民眾運用此些單位以及與此些民意代表之互動情形；民眾對於社區內 

實施的政策看法如何？是否有定期政策實施（如哪些）。 

4.保健系統 

 (1)保健資源 

(i)醫療保健機構之種類、名稱、功能特性、服務內容及分佈與設置年限情形。 

(ii)民眾運用此些醫療保健機構的概況（根據不同年齡層級以及預防性、治療性、復健性、其 

他服務來描述其參與度） 

※預防性：如預防注射、嬰幼兒健兒門診、學童健檢（學齡前兒童及國小學童）、孕產婦檢查、 

避孕器材之領取、裝置與諮詢、子宮頸抹片檢查、中老人體檢、假牙裝置、X 光巡迴檢查、 

寄生蟲檢查等；描述篩檢人數、年齡層、篩檢率、篩檢結果。 

※治療性：西醫（醫療院所、診所、衛生所、藥房等）、漢醫（中醫、針灸、中式補藥、秘方 

草藥）、民俗醫療（拜拜、乩童、巫醫、收驚、佛水、聖水、香灰等） 

※復健性：生理、心理、社會等復健性服務 

(iii)衛生人力資源：服務人口數、每萬人口之急性病床數、精神病床數、慢性病床數、長期照護 

機構（護理之家、安養院、養護中心床數及機構名稱） 

 （iv）衛生經費來源：社區民眾主要衛生經費的來源以及是否每年有穩定的經費預算；社區民眾 

之健保及醫療保險情形 

 （2）衛生保健服務 

（i）社區之健康促進活動： 

描述學校或社區 94~95 年所舉辦的健康促進活動名稱、活動性質及目的、服務對象、社區 

民眾參與情形。 

 （ii）中老年人保健： 

透過居民訪談，收集該社區中老年人之健康生活型態情形、個人病史及治療情形、家族史 

等部份。訪談結果除以文字描述之外，需製作圖表呈現。 

 （iii）婦女保健： 

乳房定期自我檢查執行情形及乳房攝影、子宮頸抹片檢查之完成率及參與意願；未參加者 

的原因分析。 

 （iv）嬰幼兒保健： 

收集社區民眾對於嬰幼兒照護在「照護、飲食（副食品添加、速食、健康飲食概念、偏食、 

餐桌禮儀……）、事故傷害、牙齒/奶瓶性齲齒預防及視力保健、大小便訓練」等方面之認 

知情形，透過問卷調查獲取資料。 

 5.社會福利系統 

(1)社區中政府列管的低收入戶比率。 

(2)社區中社會福利服務類別、地點及內容；各種福利措施之申請條件。 

(3)民眾對社區中社會福利服務之了解程度及運用情形；對社區外的社會福利服務之運用情形。 



社區衛生護理學 

社區衛生護理學 14 

 6.經濟系統 

社區民眾之主要經濟來源及活動、平均年所得與國民平均所得之比較；就業人口數及比率、人 

數最多的職業；普遍之社經地位及經濟程度（年收入之概況）；社區民眾之建築結構（平房、 

公寓或大廈；自宅或租賃）；家庭之電器設備。符合低收入戶的戶數。 

 7.娛樂系統 

(1)社區內可供民眾休閒娛樂、聯絡情感及取得知識的軟硬體設施或公私立團體或娛樂活動或企 

業（諸如公園綠地、里民大會堂、圖書館、體育場、學校是否開放、開放空間的住宅建築、 

民眾活動中心、公園；歌唱班；晨泳隊、進香團、旅遊；KTV、網咖、視聽中心租借公司）。 

(2)民眾對此些娛樂活動或設施的運用及參與情形；社區民眾經常從事的休閒娛樂活動以及經常 

運用的軟硬體設施（分析有無年齡及性別之差異） 

 8.宗教系統 

社區中的宗教種類、設施及分佈與利用情形（教堂、廟宇、神壇……）；宗教領袖之姓名與連 

絡方式；社區民眾宗教信仰的比率；社區之宗教活動及參與度。 

9.溝通系統 

民眾主要的溝通語言；經常收看的電視節目、報紙、電台；報紙的銷售情形；社區中是否有 

郵局、郵筒？民眾之電信通訊設備/電腦網路之使用；民眾最常獲取資訊的方法；民眾對社 

區問題的反應及表達管道以及處理情形；社區中是否有公佈欄、海報張貼、社區公報？民眾 

傳播消息的方式及暢通情形。民眾彼此之間的溝通情形（婚喪喜慶活動、廟會活動或聚會）； 

社區發展委員會的功能及運用情形。 

 

 四、社區意識 

1.環境認知：對社區環境之熟悉程度、對社區環境之滿意度及認同感。 

2.社會聯繫：鄰居間的互動、參與社區活動的意願及守望相助情形 

3.情感連結：民眾的熟悉程度、是否主動幫助鄰人、長期居住此社區的意願 

4.對社區健康促進的關懷：關心社區弱勢族群之概況、是否關心社區不良場所、是否關心公 

共建設及進出的陌生人 

陸、社區護理診斷與 SWOT分析 

經由前述社區評估過程所獲得之資料加以分析，因為前述資料相當龐大，建議撰稿後發現異常 

或有問題的資料即用螢光筆劃岀，以方便統整護理診斷（列表或分點敘述）。 

 

(一)SWOT分析 

(二)診斷 

 

護理診斷 徵象與特徵 導因（支持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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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建議 

將前述社區評估之資料收集方法、來源及所分析的護理診斷作一簡單之摘要，並對社區評估結 

果提出建議。 

捌、致謝與心得感想 

感謝實習及執行社區評估過程中提供協助之相關人士；陳述實習及執行社區評估之心得感想； 

提出實習活動及實習計劃與專業報告撰寫等之建設性意見。 

玖、參考資料： 

APA 第六版之參考資料陳列方式 

拾、附件資料： 

可能是一些重要原始資料、逐字稿、統計圖表或社區文件檔案或地圖；照片；也可以放入小組 

設計的問卷及訪談指引、重要人物訪談表、問卷、健康促進活動計劃書、週心得感想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