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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

準備

• 自我課業準備 ˙梯次及時段安排

• 心理建設 ˙體檢及交通安排

實習進行

• 實習選課相關規定 ˙實習資源查詢

• 實習異動及停實習規定˙意外事件處理

實習結束

• 實習教師評量填寫

• 重補修、補實習相關規定



實習準備-1.課業準備與心理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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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

內外科護

理學

三下

內外科護

理學

三下

內外科護

理實驗

任一科未過，必須
暑修或隨班重俢，
通過後，才能安排
下一年度的實習

順利通過，安排當
年度實習，並在實
習前複習相關課業
及請教老師、學長
姐相關實習經驗等課業成績調查於107年2月完成

實習資格調查於107年9月完成



實習準備-2.梯次及名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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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班級 內外一實習時段 內外二實習時段

五五+延俢班
加開-

108.01.14~108.02.01
無

五四甲+丙班 108.02.18~108.03.08 108.03.11~108.03.29

五四丁+戊班 108.04.01~108.04.19 108.04.22~108.05.10

五四乙班 108.05.13~108.05.13 108.06.03~108.06.21

實習醫院安排：花蓮慈濟醫院、門諾醫院、
部立花蓮醫院、國軍花蓮醫院

實習分組名單：於班導檢視後，11/15公告於E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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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準備-3.體檢安排

體檢意願調查

名單彙整

名單造冊

送檢驗單位
發放繳費單

收齊繳費收據

並發檢驗單

進行體檢
發體檢報告，公

告缺乏抗體名單

補施打疫苗、繳

交收據並登錄

依分組名單造冊，

送至實習院所



日期 時段 班級 人數 項目

12/05 1330-1400 五四甲 44 全套

12/05 1400-1430 五四乙 41 全套

12/05 1430-1500 五四丁 35 全套

12/05 1500-1530 五四丙 43 全套

12/05 1530-1600 五四戊 36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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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因為要體檢請大家穿休閒服(三顆鈕扣醫院可接受)，女生因要照 CXR請穿運動內衣或

不穿(不要有鋼圈及內衣鈎、調整內衣長度的塑膠環)，若有項鍊也請先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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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準備-4.體檢規定

•按合約規定，體檢報告需含以下項目：

•實習前一個月需收到學生體檢報告，才能
到單位實習。

•實習組會因不同醫院要求，繳交體檢報告。

•重修實習者或補實習者體檢資料若過期了，
經醫院要求，需配合醫院完成體檢，始得
進行實習與補實習。

健檢報告
一般體格
檢查

B型肝炎
抗原

B型肝炎
抗體

水痘抗體 麻疹抗體
德國麻疹
抗體

胸部X光

100元 13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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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準備-5.疫苗施打建議

•血液檢查結果：

• B肝抗體(陰性)-->一定要施打B肝疫苗-->108.01.04前繳回
施打證明或收據到實習組建檔-->實習前施打3劑完畢

若施打3劑後，需再次檢查B肝抗體，若呈陽性，檢查報告
需繳回實習組；若呈陰性，需請醫師開立診斷證明後繳回實
習組。

•水痘抗體(陰性)-->建議施打疫苗2劑(1,400~2,000元/劑)

•麻疹抗體、德國麻疹抗體(陰性)-->建議施打麻疹、腮腺炎、
德國麻疹(MMR)混合疫苗(280~500元/劑)



實習準備-6.交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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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慈濟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二條

本校之實習目標如下:

三、訓練處世應對之道，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及職
業倫理。

五、訓練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依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校外實習辦法—第九條

交通和住宿實習生往返實習單位之交通費用和實
習期間住宿事宜由實習生自理。



公告實習單位

及填寫調查表
• 核對醫院、名單是否正確

繳交調查表及

家長同意書
• 可依自己意願選擇乘車方式

統計搭校車人數 • 依照交通調查表統計

依公告，

進行繳費

• 彙整名單至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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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準備-7.交通安排



實習準備-8.交通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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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期間，搭乘校車、騎車或是搭乘其他交
通工具，一律繳交校外實習搭乘交通工具家
長同意書。

費用：依校方公告費用及繳交時間，統一由
總務協助收費、繳費。

校外實習，如符合同一梯次、同一地點、達
四位同學以上，依規定提出申請者，
學校均可派遣交通接駁車。



交通調查表及家長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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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總務處事務組公務車管理辦法:第三章第十條第九項

•學生校外實習派車以花蓮市區域為主，實習地點於花蓮市以外
之鄉鎮者，學校協助實習學生，學校至花蓮火車站或公車總站
間之接送，學生自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實習地點為原則。

•學生校外實習依市公車車票收費。

•依照現有路線公告收費價格，由花蓮客運提供。

實習準備-9.交通收費

起訖地點 價格(元)/單程

慈科大→花蓮慈濟醫院 25

慈科大→火車站→門諾醫院(兩段式乘車) 50

慈科大→火車站→國軍花蓮總醫院(兩段式乘車) 61

慈科大→火車站→衛福部花蓮醫院(兩段式乘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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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準備-10.派車狀況

【遇校車搭車時間內未到或非發車時間即駛
離，請盡速與校方聯絡，聯絡方式如下】

A：在校門口時－請警衛協助處理
（學校電話：8572158-2336）

B：在醫院時請聯絡警衛或總務處事務組長

(分機：2357、2390)協助處理

C：護理系實習組－分機或2326或2402 

＊ 請同學碰到以上問題時務必即時反應



學校---已幫每位學生承保學生平安保險。

護理系---校外實習期間為每位實習生投保新台幣100萬元之平安保險及意外傷
害險、3萬元醫療險。

保險卡

1.實習前實習組會發下保險卡給每位實習生。(保險卡與實習證放在一起)

2.實習期間請配戴保險卡在身上。

3.保險卡戴明：被保險人、保險期間、保險額度、保險公司服務聯絡人 。

意外事故理賠

1.實習期間任何意外事件皆可理賠。

2.實習期間在醫院發生針扎事件。

理賠流程

1.請開立兩份收據及醫師診斷證明(一份學生平安保險、一份校外實習保險)。

2.收據及診斷證明備妥，三個月內送至學校衛保組。

3.衛保組統一收件送交保險公司審核、理賠。

實習準備-11.校外實習保險細則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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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準備

• 自我課業準備 ˙梯次及時段安排

• 心理建設 ˙體檢及交通安排

實習

進行

• 實習選課相關規定 ˙實習資源查詢

• 實習異動及停實習規定˙意外事件處理

實習結束

• 實習教師評量填寫

• 重補修、補實習相關規定



實習進行-1.實習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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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第
一週

開學第
二週

開學第
三週

至學生資訊系統，
查看選課是否有誤

加退選週
提出選課問題

不再協助處理選課
問題，無法再異動

•實習組會幫各位同學選課，請同學確認自己的實習課程及
實習老師是否有誤，如有錯誤請立即反應給實習組修正。

序
號

學年 學期 課程代號 課程名稱 開課班級 授課教師 必選修
學分
數

時數

1 107 2 N53B3A 內外科護理學
實習(一)

護理科
五四甲

陳○○
核心必
修

3

2 107 2 N5FS3F 內外科護理學
實習(二)

護理科
五四甲

王○○
核心必
修

3



選課單有誤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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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原選課單及加退選申請單
到實習組

填寫正確的課程代碼

交由實習組長、

班導、系主任簽章

送回課務組完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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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進行-2.實習選課相關規定
學籍規則第九條

•學生成績之登記，均以學生選課單為準，凡未選科目，雖有成績，不予
承認，已選科目無成績者，概以零分計算。

學籍規則第十五條

•學生未按規定辦理加、退選手續，學分概不承認，其自行退選科目成績
以零分計算。學生不得因加、退選科目使其應修學分超過或少於每學期
規定學分總數。

學籍規則第十六條

•學生實習期間不得修正課，否則如經發現，衝堂各科目之成績均以零分
計算。

學期間如需修正課請跟導師討論後續如何安排實習，實習組會依
當年度實習安排狀況，另行安排。



實習進行-3.實習異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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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期間若有特殊
狀況需告知導師，若
需調動實習，請填寫
實習異動申請單



學生填單

(原因:個人、
家庭、其他)

家長簽名
實習指導老
師簽名及填
寫輔導紀錄

實習單位填
寫輔導紀錄

班導師簽名
實習組

組長簽名

系主任簽名
將申請單貼
8元郵票郵
寄給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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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進行-4.自願停止實習流程

※請自行跑流程，
完成後當科以
【0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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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進行-5.請假相關規定

※不論假別，請假缺席實習總時數達
該項實習科目之實際總時數的三分之
一者，該科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應
行重修。
※請假請親自打電話給實習指導老師
請假，不要讓老師找不到人



•實習前持證明文件辦理請假

•1:1補實習公假
•三天以上者，須持診斷證明辦理請假手續

•三天以內者，需持看診收據影本辦理請假
手續

病假

•以請假時數三倍補實習(1：3)
事假

•需有訃文或家長證明

•事後補請假，需依1:1補實習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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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進行-6.請假相關規定



實習進行-6.請假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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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

• 1.實習學生凡因病不能實習者，應於實習前報告實習指導

老師。

• 2.實習時如需就醫診治或突患疾病時，應先向老師請假，

每一科別僅以一次為限，超過三十分鐘者需補辦請假手續。

• 3.請病假（含生理假、傳染性疾病）時數需1：1補實習。

• 4.學生於實習期間感染傳染性疾病，實習指導老師可視實

際情況需要，要求學生請病假，學生不得有異議。



實習進行-7.請假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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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實習：
1.請假需親自辦理，凡未依手續請假或未准假前而離
開單位者，當日未實習之時數均以曠實習論。
2.曠實習除補三倍曠實習時數之實習外(1:3)，曠實
習每一小時扣實習總成績一分。
3.學生曠實習累計達三天應予重修(當掉)。

•遲到早退：實習遲到早退三十分鐘以內達三次(各科
實習累計總結)，需補實習一天，超過30分鐘，須請
假，並依假別補實習。



請假流程

三天內（病、產、喪假）攜帶證明文件至實習指導老師處填寫實習請
假單，逐項填明， 並貼妥8元郵票，未依規定完成則依曠實習論。

請假手續

依准假權責，由實習指導老師或導師簽證，批准後由實習指導老師
送回護理系後，由本系分送各單位。

假
單
確

認
無
誤

簽章:實習組員→實習組長再
由本系分送各單位。

電腦輸入請假及補實習紀錄表

紙本送回實習組存查(第一聯)



實習請假單(正面)



實習請假單(背面)

請貼
8元
郵票



請假證明
請假三天內，拿醫院看診收據



請假證明
請假三天以上，拿醫院診斷證明書



實習進行-8.實習資源查詢-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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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進行-9.實習資源查詢-E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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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進行-10.實習資源查詢-系網



• http://lib.tcust.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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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進行-11.實習資源查詢-圖書館

http://lib.tcust.edu.tw/bin/home.php


點選護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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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實習中針扎

於實習醫院填寫【針扎通報流程】

醫院:提供【抽血追蹤單】(例:慈濟醫院)

抽血檢驗:個案及學生

實習指導老師通報實習組，並填寫【臨床實習異常事件報告單】

實習組通報衛保組 1.學生拿【抽血檢驗單】至衛保組進行追蹤。
(發生當天、3個月、6個月、9個月、12個月)
2.衛保組進行衛生教育及說明學生平安保險理賠事宜。

追蹤結果異常 追蹤結果正常

衛保組後續事宜管理 依醫囑結案

實習進行-12.針扎事件處理追蹤流程



實習進行-13.針扎事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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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告知實習指導老師和單位主管。

•(二)填寫醫院【針扎通報流程】。

•(三)抽血檢驗(個案及學生)

白班:請至醫院家醫科門診就醫。

•(四)實習指導老師通報實習組，填寫【臨床實習異
常事件報告單】，並交回異常事件報告單。

•(五)實習組通報衛保組。

•(六)學生拿【抽血檢驗單】至衛保組進行追蹤，並
申請學生平安保險理賠。



實習指導老師通報實習
組，填寫【臨床實習異
常事件報告單】，並將
此單交回實習組。

實習組通報衛保組

1.學生拿【抽血檢驗單】
至衛保組進行追蹤。
2.衛保組進行衛生教育
及說明學生平安保險理
賠事宜。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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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準備

• 自我課業準備 ˙梯次及時段安排

• 心理建設 ˙體檢及交通安排

實習進行

• 實習選課相關規定 ˙實習資源查詢

• 實習異動及停實習規定˙意外事件處理

實習

結束

• 實習教師評量填寫

• 重補修、補實習相關規定



實習結束-1
•實習教師評量填寫
請於實習結束二週內，完成實習教師評量，由於成績系統與評量
系統是雙盲鍵入，所以請同學放心填寫，等到雙方皆填寫完畢、
成績送出後，才能看到彼此所寫的資料。

•補實習相關規定
•學生所需補實習之時數，不滿四小時者，均以補實習四小時論；
未滿八小時者，均以八小時論。

•補實習時間、地點及時數：
由學生向實習組(麗月老師)提出申請，由實習組統一安排於星期
一至星期五，日間上班時間內至單位補實習(有開的實習單位)，
將應補實習之時數實習完為止。

•不安排補實習的時間，每梯實習的第一天及最後一天。

•未完成補時數者無法完成離校手續，故無法領取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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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請假補實習記錄單

補實習當天自行將此單
帶去，並將實習內容自
行描述工作項目。

實習老師簽名及日期

實習結束後自行將此單
送回實習組，方完成補
實習程序，得以銷假。



•學生各科護理學實習成績未達六十分，需重修該科實習。

•因曠、缺實習累計時數達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者(5天)，或因其
他因素停止實習者，該科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應重修實習。

•需重修實習之學生，除畢業班學生可日夜間部跨組實習以外，
其餘學生應於下學年度與相同學制之班級一同實習。

1.實習成績不及格
2.停實習
3.缺、曠實習累計
達1/3以上者

重修實習
於公告日期
結束前到實
習組登記

實習結束-2.重修實習



實習叮嚀
•花蓮慈院同心圓餐廳用餐規定:

僅臨床選習護生及老師可至連通道用餐，

其餘實習生請至同心圓餐廳用餐。

•若是至院內(全家)買午餐請不要在門診

走廊或電梯旁用餐，請同學至3樓連通道

坐著用餐。為保持專業形象，請勿在公開場合
談論病情、睡覺、滑手機。

請不要穿
實習服到
外面流浪



違反實習期間使用手機
•護理(科)系學生於實習期間，執行職務時無正當理
由使用手機，並於下班後上傳照片或影音

•禁止拍攝兒童
•禁止拍攝精神疾患

•實習組多次LINE告知嚴禁實習期間使用手機，除非
公務。
•依照學生獎懲辦法，學生初犯。
•第十五條 凡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記申誡。二
十、其他違反學校相關規定，情事相當，顯非學生
行為規範所應容者，應予記申誡。



違反個資保護法
•實習結束時離開宿舍，未把病人個資銷毀，整
份報告遺留在宿舍，違反個資保護法。

•依本校之學生獎懲辦法第十六條第三十一款、
其他違反學校相關規定，情事相當，顯非學生
行為規範所應容者，應予記小過。



個資保護法說明
•因業務需求需要大家提供個資，但只用在實習上。

•對象：校內健康中心辦理保險、學務處各相關單
位、合作醫療機構。

•提供：姓名、學號、身份證號、出生日期、住宿
資料、體檢資料。

•個人聯絡資訊:提供實習指導老師，以利聯絡實習
學生。



醫療廢棄物相關法令規定

•廢棄物清理法

•事業責任(醫院端)

•指定公告之事業，應設置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並遵
守自行清除、處理許可管理辦法之規定(廢28)

•刑事罰責：罰則

任意丟置有害廢棄物違反第46條規定：處一年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
罰金。



祝福大家~
~順利通過實習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