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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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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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物醫學之基本知識於居家照護。 

(二) 能運用同理心與關懷的技巧執行家庭訪視工作。 

(三) 能了解及運用社區社會資源 

(四) 能瞭解實習場所慢性病(如糖尿病或腎病)個案管理工作 

(五) 能執行個人及團體衛生教育與護理工作 

(六) 能體認社區衛生護理人員的角色職責與功能。 

 

六、實習内容： 

 1.執行家庭訪視工作。 

 2.執行家庭評估完成個案護理計劃。 

 3.視實習場所之性質參與社區衛生工作：(醫院)出院準備工作、居家護理、門診個案管理工作 

 4.施行門診團體衛生教育 

 

 七、實習進度： 

第一階段(1-4天)： 

1.熟悉實習單位組織及硬體環境及所處社區環境。 

2.認識社區資源。 

  3.認識慢性病(如糖尿病或腎病) 個管師之職責業務及角色功能。 

 4.熟悉家庭評估內容並確定家訪個案擬定訪視計畫。 

 5.能擬定團體衛教計劃。 

 6.視實習場所安排學生認識及參與社區護理人員工作。 

 

第二階段(5-8天)： 

  1.(醫院)安排學生參與居家護理及個管門診工作。 

  2.進行家庭訪視。 

  3.參與門診社區護理人員工作。 

  4.能針對個案護理問題給予適當護理。 

  5.團體衛教計劃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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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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9-12天) 

  1.持續參與門診及相關工作 

  2.持續家訪完成家庭評估並能針對個案問題給予適當護理。 

  3.能執行團體衛教並完成評值。 

    

 第四階段(13-15 天) 

   1.持續參與門診及相關工作。 

   2.協助個案及其家庭進行結束期準備與適應。 

   3.完成個案報告。 

   4.檢視個人學習成效及實習評值  

 

八、教學活動： 

(一)相關技術示教及回覆示教 

(二)作業指導討論 

 

    九、學生作業 

(一)居家護理見習心得一篇 

(二)家庭評估報告一篇 

(三)實習總心得一篇 

(四)讀書報告一篇(分組)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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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評估報告(含個案報告)40%，詳如附件三、四 

(三)實習心得 5%  

(四)讀書報告 5%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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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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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評估 

報告(含個案

報告)40% 

實習心得 5% 

 

讀書報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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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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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姓名/學號 

護理臨床實務（55%） 
家庭評估 

報告(含個案

報告)40% 

 

讀書報告5% 
總成績(分) 

臨床護理（工作

能力、專業態度）

50% 

實習心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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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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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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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指導後仍未達成，1-經指導後僅 25%達成，2-經指導後 50%達成 3-經指

導後 75 %達成，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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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整進行個案之家庭評估（A）〈0-3〉    

2.能根據家庭評估之內容診斷個案及其家庭之健康問題並分析其導因（D）〈0-3〉    

3.能與個案家庭一同討論個案家庭健康問題之優先順序及計畫（P）〈0-3〉    

4.能確實執行護理計畫（I）〈0-3〉    

5.在護理過程中持續運用評值進行修正並檢視目標達成狀況（E）〈0-3〉    

基礎生物 

醫學科學 

 9 % 

1.能瞭解個案身體異常檢驗數值的意義。〈0-3〉    

2.能解釋人體結構的生理功能與病理機轉。〈0-3〉    

3.能描述藥物作用及其應用。〈0-3〉 
   

批判性 

思考能力 

12 % 

1.能於護理現況中覺察問題〈0-3〉    

2.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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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 

12 % 

1.能具備同理心並表達關心。〈0-4〉    

2.能幫助個案尋求社會支援。〈0-4〉    

3.能為個案進行健康促進之教導。〈0-4〉    

溝通與合作 

16 % 

1.能傾聽：接受、注意、解釋並回應口語訊息。〈0-4〉    

2.能以分工的態度主動參與團體活動，達成共同的目標。〈0-4〉    

3.能與個案及醫療團隊溝通與合作。〈0-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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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倫理素養 

12 % 

1.能瞭解倫理的原則，並運用於生活與工作中。〈0-3〉    

2.能尊重自己與他人價值觀及隱私。〈0-3〉    

3.能辨識倫理困境並尋求協助。〈0-3〉    

4.能展現尊師重道的言行。〈0-3〉    

克盡職責性 

12 % 

1.服儀適當。〈0-3〉    

2.遵守健康生活習慣。〈0-3〉    

3.守時並盡責完成份內工作。〈0-3〉    

4.盡力完成實習目標。〈0-3〉    

終身學習 

12% 

1.能知道如何蒐集資料及運用資料。〈0-3〉    

2.能利用相關資源，促進學習。〈0-3〉    

3 能具查閱專業相關資訊之能力。〈0-3〉    

4.主動展現終身學習的精神。〈0-3〉    

總分    

教師評語 

 

實習指導老師 

 

實習單位護理長 實習單位護理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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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主護個案評估暨家庭評估 

一. 前言(簡述本報告之目的、選取該家庭之原因與背景資料) 

二. 文獻查證 

三. 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                3.年齡：               

4.教育程度：                  5.慣用語言：            6.宗教信仰：           

7.婚姻狀況：                  8.職業：                9.社經狀況：           

10.護理期間日期：                            11.個案來源:                     

12.醫學診斷(中英文)：                                                         

 

四、同住者家庭成員健康資料表 (自行加列) 

稱 謂 性 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宗教信仰 職業 籍貫 健康狀況 

案主        

        

        

五、家系圖（Genogram） 

例如：(內容：1 畫出三代，2 標出各同住者成員的年齡、死因及慢性病，3 圈出與個案同住者) 

        

                         

六、家庭類型 

七、家庭發展評估 

（一）家庭發展 

          Duvall & Miller（1985）所提出的家庭發展理論中認為隨著家庭發展階段不同，所需的

健康需求、健康問題或發展任務皆互異。家庭發展理論可用來評估家庭之發展任務是否達成？

是否有礙發展的原因及影響健康的相關問題。 

 

八、家庭環境特性：通常家庭環境評估應包括家庭住屋（繪製家庭平面圖）及社區繪製住處附近環境

公設平面圖)兩層面。如家中設備環境的安全性、衛生狀況、家庭附近的生活環境如何？就醫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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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區其它的相關資源，包括交通、藥局、醫療器材行、市場、福利等公共設施及家庭利用的情形。 

九、家庭內在結構功能：包括四層面，即角色結構、家庭溝通、家庭價值觀及家庭的權力結構及決策

過程。 

（1） 角色結構：每位家庭成員正式及非正式角色是什麼？有否角色壓力、角色負荷過重或角色

衝突等問題。是否因家庭危機而產生角色改變？ 

（2） 家庭溝通：溝通的型態？頻率？若有意見衝突時，如何處理？經過溝通後，是否形成共識

或取得一致性。 

（3） 家庭價值觀：家庭成員對健康信念如何？健康與生病的定義是什麼？ 

（4） 權力結構及決策過程：家中誰是權力者？成員互動情形？當面對問題時如何解決？誰來做

決策？決策的過程？父母與孩子的關係如何？孩子的意見是如能被接受？ 

十、家庭功能 

（1） 生育功能：子女數？若不孕家庭是否能接受沒有小孩的生活？夫妻性生活？是否進行家庭

計劃？父母如何與子女談論性教育的問題？ 

（2） 社會化功能：主要照顧教養者？家中的社經狀況或價值觀是否影響教養態度？照顧教養小

孩的理念為何？對小孩未來的期望是什麼？ 

（3） 經濟功能：家庭收入主要來源？家中經濟提供者？家庭收支是否平衡？家庭是否有健康保

險？有無就醫金錢的困境？ 

（4） 家庭健康照顧功能： 

 家庭的生活型態：含飲食、運動、衛生習慣等。 

 對健康問題的了解？健康資訊的來源？對疾病的成因及危險因素是否了解？ 

 家庭的健康行為：對小孩日常生活保健措施，預防疾病的方法？ 

 家庭的疾病行為：主要照顧者是誰？其能力如何？如何照料生病的小孩？會採取的方

法？ 

 預防性健康措施之執行狀況：小孩接受預防接種的情形？是否有參與預防保健檢查？ 

十一、家庭壓力與因應 

（1） 對於壓力事件處理的資源有哪些？ 

（2） 家庭的支持系統是否足以應付壓力事件？ 

（3） 家庭成員是否會參與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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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家庭資源 

一、家庭內在資源：常被用來評估的家庭內在資源為〝FAMILY〞。 

(1) 財力支持（F：family  support）：指金錢、健康保險。評估誰是家中主要的經濟提供者？

小孩的醫葯費由誰來支付？生病的孩子是否有健康保險？ 

(2) 精神支持（A：advocacy）：家庭發生困難時，成員間能否互相提供心理上的支持或鼓勵。當

孩子生病時，誰可以傾訴？誰可以給予正向的支持。 

(3) 醫療處置（M：medical management）：孩子生病時，如何因應此問題？是否有照顧人力？是

否有合適的就醫方式？ 

(4) 愛（L：love）：家庭成員彼此的關愛與扶持。 

(5) 資訊或教育（I：information or education）：獲取資訊愈多的往往教育程度也愈高。 

(6) 結構支持（S：structure support）：又可分為硬體與軟體結構，硬體結構支持指家庭環境

的安排與設計是否能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軟體結構支持指角色調整或溝通方式的改變，例

如生下早產兒的媽媽在坐月子期間，為人先生的是否能兼具母職？ 

二、家庭外在資源：常被用來評估的家庭外在資源為〝SCREEM〞。 

(1) 社會資源（S：social resources）: 指親朋好友，相關福利機構是否適時提供協助。 

(2) 文化資源（C：cultural resources）:包含圖書館、文化中心等活動。 

(3) 宗教資源（R：religious resources）:是否有宗教團體能提供家庭心靈的需要。 

(4) 經濟資源（E：economic resources）:家庭有經濟財務困頓時，是否有相關的人或機構提供

適時的協助。 

(5) 教育資源（E：education resources）:是否有管道獲取新知。 

(6) 環境資源（E：enviromental resources）:生活空間是否符合健康需求。 

(7) 醫療資源（M：medical resources）:住家附近是否有健康照護所需的醫療院所？交通是 

否便利。 

 

十三、家庭的功能成熟度評估 

十四、家庭長處與問題分析 

項目 家庭長處分析 家庭問題分析 
情感功能    
角色結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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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個案疾病史  

1.目前病史(present illness)：含問題的開始，發展症狀，治療及對個案生命的打擊與意義。 

2.過去病史(past history)：瞭解個案過去的健康問題，求醫經驗及對本身健康照護的態度。 

     

3.檢驗報告(例:Blood routine , urine routine P.T．．．．．) 

日 期 檢查項目 正常值 結  果 臨床意義及分析比較 

     

     

4.特殊檢查(例:) 

日 期 檢 查 項 目 結            果 

   

 

5.藥物治療 

日期 藥物 途徑 劑量 時間 作用 副作用或禁忌 停止日期 

        

 

十六、個案及家庭健康問題：SOAP 書寫格式 

      請先列出所有的健康問題及導因，再針對 1-2 個健康問題進行 care plan 書寫 

  ＃健康問題/導因於……(與……有關) 

主客觀資料 護理目標 護理措施 評  值 

S(subjective data)

主觀資料  

O(objective data)

客觀資料 

具體可執行 

(註記時間) 

1-1 

1-2 

1-3 

2-1 

2-2 

2-3 

根據目標 

(目標幾個評值就幾

個) 

 

十七、討論與結論 

十八、參考資料 (格式請依 APA 第六版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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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個案報告評分表   

         社區衛生護理學 

學生學號、姓名  

題目名稱  

項    目 評      語 得 分 

(一)文字敘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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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報告內容(總計95分) 
1.摘要                                      5分 
  能涵蓋全文-包括選案的理由、照護期間、評估方法、 
  健康問題、照護措施與建議(5)(書寫簡要流暢500字內) 

  

2.前言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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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文獻查證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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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參考文獻內容與個案問題、護理措施有相關性(4) 

 

 

 

 

4.家庭及護理評估(含個案簡介)               30分 
(1)相關資料具主客觀性及時效性(15) 
(2)能提供患者整體性及持續性的評估(15) 

 

 

 

5.問題確立                                 5分 
(1)問題剖析之客觀、具時效性與正確性(5) 
(2)具主、客觀資料及相關因素(5) 

 

 

 

6.護理措施                                 20分 
(1)確立護理目標，具獨特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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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護理措施與文獻查證內容有連貫性與一致性(3) 

 

 

 

 

 

7.結果評值                                 5分(1)
針對護理目標與措施之有效性評值(2) 
(2)對個案整體護理之具體成效作評值(2) 
(3)有具體的後續照顧計畫(1) 

 

 

 

 

8.討論與結論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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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對日後護理實務工作有具體建議(2) 

 

 

 

 

 

9.參考資料                                  5分 
(1)參考資料與內文引用均依台灣護理學會護理雜誌   

最近期的方式書寫，但中文文獻不需加英譯（2） 
(2)參考資料與全文連貫、一致與適切(3) 

 

 

 

 

 總  評：   

 

總 分: 

 

 

老師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