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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 科技大學 1 0 5 學年度  

二技日間部護理系臨床照護實習－成人護理學實習計劃 
105.12.02  修訂 日二技\臨床照護實習\105成人護理 

 

一、學制及年級：二年制日間部護理系二年級 

 

二、學分：三學分 

 

三、實習總時數：108小時 

 

四、實習日期：106.02.06-106.02.24 

 

五、實習時間：週一、二、四、五，白班 08：00～16：00；週三，白班 08：00～12：00 

※期間如遇國定假日或彈性調整放假(含臨時公告天災假)，將依人事行政局及

本校行事曆公告為準。 

 

六、 實習單位：花蓮慈濟醫院－合心六、合心七（泌尿）、合心八（神經內外科）、合心九(骨

科)、合心十（骨科）、合心十一（整外）、六西（內科）、二八西（內

科） 

門諾醫院－5B（一般外科）、6A（內科） 

 

七、實習指導老師與學生人數比：1：7~1：8 

 

八、先修科目：成人護理學、急重症護理學、健康評估、健康評估實驗、臨床護理技術實作、綜

合護理實作 

 

九、先備能力： 

（一）知識： 

1. 能說明健康促進及疾病預防之全人護理概念 

2. 能說明內外科及急重症護理學之照護重點 

3. 能運用護理理論及護理過程概念於臨床照護 

4. 能理解並連結實證護理及國際護理觀概念 

5. 能了解概念圖在護理過程之應用 

（二）技能： 

1. 能示範基礎護理學技術、內外科護理學技術及健康評估技巧 

2. 能架構個案疾病與整體性護理之概念圖，並融入實證照護資訊 

3. 能將 OSCE情境照護技能靈活應用於臨床病人評估、溝通與技術操作上 

（三）態度： 

1. 能執行及遵循護理倫理、並依個案及家屬需求提供全人護理  

2. 能克盡醫療小組之護理角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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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判性思考能力：能運用批判性思維及統整先備知識以評估個案護理問題 

 

十、實習目標： 

學生於實習結束時能： 

1. 能統整健康促進及疾病預防之全人護理概念 

2. 能運用護理理論、概念及護理過程，以整體性護理評估分析個案身、心、靈、社會

需求，確立個案護理問題 

3. 能運用實證護理搜尋具個別性的護理處置，協助個案及其家庭渡過疾病衝擊 

4. 能分享自我專業成長、調適及感受，並遵循護理倫理建立治療性關係 

5. 能學習與醫療團隊合作之精神，以發揮護理人員之角色功能 

 

十一、實習後須具備之能力： 

1. 能統整相關學理及技能、分析個案問題以提供個別性全人護理 

2. 能參考及運用臨床實證概念、並統整臨床照護經驗及知識、完成實證個案報告 

3. 能完成與臨床目前健康相關議題之口頭讀書報告一份（反思） 

4. 能以「實習經驗紀錄單」執行單位常見技術至少達六成 

5. 成人護理學學理及技術學理能力測驗至少達六成 

6. 能依「實習目標」內容具備八大核心素養  

 

十二、實習方式：  

1. 採個案護理方式進行，提供個別性及連續性的護理，並全程參與個案各項治療計

劃及活動 

2. 護生在指導老師或全責護士指導下採全責護理，實習結束前至少照顧二位病人 

3. 每位護生須於第二週、第三週之週一實習前先行前往實習單位選擇個案，瞭解其

病情並確立健康問題及草擬護理計畫 

4. 護生在換個案前，請依自己的能力自行安排時間，提早至單位了解病人病情 

 

十三、教學活動： 

1. 個別指導 

2. 每日三十分至一小時團體討論 

3. 參訪與實習單位相關之特殊檢查及治療單位（例如：心導管室、心超音波室、肺功

能檢查室、洗腎室、復健治療室、職能治療室、吞嚥治療室、尿路動力學檢查室

等） 

 

十四、實習作業： 

1. Ｎ３個案報告一人一份(書面報告) 

2. 口頭讀書報告一份一人一篇（參考資料近五年內期刊至少英文三篇） 

3. 實習總評值與心得 

4.  其他作業由實習指導老師自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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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成績考核： 

1. 專業成長與學習態度 60% 

（1） 臨床表現總成績 50% 

（2） 單位評值總成績 10% 

2. 作業 40% 

（1） 個案報告 25% 

（2） 測驗 5% (需包含：先備能力、藥物、診斷、總複習考，由指導教師依學習需

求可再增加次數) 

（3） 口頭讀書報告 10% 

※作業遲繳每一日扣作業總分一分，依天數累進之；不含例假日遲繳三天(含)以上者，

該作業不予記分 

※學生成績於實習結束一週內送達護理系；但逢學期結束務必於三天內送達護理系 

 

十六、備註： 

1.服裝儀容: 

(1)實習期間需穿著實習服、依單位戴護士帽並佩掛實習識別證。 

(2)實習期間的服裝儀容請遵守本校規定，例如：不可染髮，髮長觸衣領者需盤夾整

齊，勿配戴任何首飾及擦指甲油。 

2.請假規定:實習期間各項請假辦法遵照本校實習請假規定辦理。 

3.作業規定: 

(1)各項作業封面，含班級、學號、姓名、實習單位、實習日期、實習指導老師等。 

(2)各項會議請填報會議記錄表一份給實習單位。 

(3)實習病房評值會會議記錄交給實習單位，實習總評值會會議記錄交回學校實習

組。 

4.交通:實習第一天 07:40AM自行前往各實習單位報到。 

5.針扎:注意自我及病患安全，預防針扎事件及了解處理流程。 

6.借物:花蓮實習器材的借用每週一、二、五，時間：下午四點至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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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日間部護理系臨床照護實習－成人護理學實習目標與活動內容 

週

次 

核心

素養 
目標 護生活動 

一 

2 

3 

 

3 

2 

2 

 

2 

 

5 

 

7 

6 

4 

8 

8 

1. 能熟悉病房單位環境及常規。 

2. 能認識單位常見疾病診斷，病理變化，症狀

及徵象。 

3. 能正確核對醫囑，執行正確用藥安全。 

4. 能正確操作單位儀器，愛惜用物，妥善保管。 

5. 能正確完整的執行護理技術，達到舒適護

理。 

6. 每人選定一位個案執行全責護理，並以概念

圖練習分析個案病情之照護。 

7. 能尊重病患隱私及安全及能表現出尊重生

命的態度。 

8. 能班內完成各項紀錄與交班活動。 

9. 能遵守護理倫理。 

10. 能與醫療小組保持良好的溝通管道 

11. 能適時提出建設性意見。 

12. 能表達自己的護理成長。 

1. 熟悉病房擺設、說出病房常規內容。 

2. 說出病歷內容，如不理解，能立即查閱或詢問指導

老師或醫護相關人員。 

3. 認識單位常使用的藥物劑量，及正確之使用方法。 

4. 認識單位常使用的儀器種類，並學習正確操作方式 

5. 熟練單位常見疾病之學理及相關護理技術，並能正

確完整的執行，必要時請指導老師或護理人員協

助。 

6. 與指導老師探討個案照護需求並積極主動學習。 

7. 運用關懷態度照護個案，視病如親。 

8. 在協助下執行正確記錄及交班職責。 

9. 遵守護理倫理並體認護理人員的專業角色及功能。 

10. 主動與醫療小組建立合作關係。 

11. 說出不同改善臨床照護品質之策略，提出具體建

議。 

12. 說出自我成長(含週心得)、檢討自我學習不足之

處並加以修正。 

二 

 

上述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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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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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延續前週的實習目標，繼續其進度。 

2. 能應用身體評估技巧收集主、客觀資料。 

3. 能正確解釋主、客觀資料，及各資料的相關

性，歸納具優先順序護理問題，給予具個別

性的護理措施。 

4. 能與個案建立良好的治療性人際關係，並運

用溝通技巧和個案及其家屬互動。 

5. 能主動發現個案問題，並適時提供個別衛

教，以預防疾病，促進健康。 

6. 能鼓勵參與在職教育及學術活動。 

7. 能說出病房中常見檢查之目的、過程、結果

及檢查前後護理。 

8. 能說出特殊檢查或治療的原理並擬訂護理

重點。 

1. 擬定自我學習項目，交照護時間表與藥卡，說出自

我成長學習之需求與分享照護經驗。 

2. 主動閱讀照護個案相關的實證資料。 

3. 執行全責護理必要時協助，練習交班。 

4. 建立工作期良好護病關係與醫護關係。 

5. 主動與醫護人員討論個案問題及問題改善方式。 

6. 認同護理專業並積極參與學習，含在職教育或學術

活動。 

7. 能以電子交班方式說出個案入院原因、病程進展、

檢查和手術結果、檢驗報告的判讀以及藥物使用原

因。 

8. 參訪實習單位相關之特殊檢查及治療單位。 

三 

上述 

1 

 

4 

1 

7 

6 

7 

8 

1. 能延續前週的實習目標，繼續其進度。 

2. 能確實運用護理過程解決個案之健康問

題，並依情況適時修定。 

3. 能與醫療相關團體建立良好的溝通與聯繫。 

4. 能完成護理計畫，執行完整性護理活動。 

5. 能正確書寫各項護理記錄於電子交班內容

中並執行交班職責。 

6. 能體認護理人員的專業角色及功能。 

7. 能具備護理專業之精神及責任感。 

8. 能相互鼓勵與分享所學，能於評值會中提出

個人之建設性意見。 

1. 說明自我評值實習成效。 

2. 完成個案報告。 

3. 辨別個案健康情況進行溝通與處理並完成結束期

治療性關係。 

4. 完成實習經驗單與通過總測驗。 

5. 正確完成各項護理記錄於電子交班內容中並完整

交班。 

6. 認同感護理專業為終身職志，延續自我學，秉持服

務熱忱。  

7. 將人傷我痛的護理精神融入於臨床照護中。 

8. 參與實習總檢討會與病房評值會。 

※ 日間部二技核心素養： 

1 批判性思考能力－能運用資源及邏輯思考，處理個案的健康問題 5 關愛－能傾聽、察覺個案心靈的需求，提供合宜的介入措施 

2 
一般臨床護理能力－能參考實證資料與個案文化背景，提供合宜的全人健康

照護 
6 倫理素養－能表現符合護理倫理規範的專業行為 

3 基礎生物醫學科學－能運用基礎醫學知識解釋個案身心健康變化情形 7 克盡職責－能對自己的專業照護行為負責 

4 溝通與合作－運用有效的聽說讀寫能力與團隊合作提供健康照護 8 終身學習－能發展自我學習與專業承諾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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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 日 間 部 護 理 系 個 案 報 告 撰 寫 注 意 事 項 

壹、個案報告撰寫應包含題目、摘要、前言、文獻查證、護理過程、結論與參考資料 
一、題目 

１．精簡扼要：以關鍵字標出全文主題 

２．護理過程應從頭到尾一致，有共同中心概念，擬出適切題目 

二、摘要 

１．目的：幫助讀者能由短短 300~500字即可看到全文重點 

２．摘要是全文的縮影，其重點需包含選案理由、照顧期間、評估方法、健康問題、照護措

施與建議 

三、前言 

１．介紹該主題之重要性、個案選擇之動機 

四、文獻查證 

１． 主要在探討與個案問題有關的資料，包括疾病介紹、健康問題與護理措施，了解疾病之

相關概念及相關研究結果，綜合歸納以形成概念架構 

五、護理評估：需呈現個案簡介及整體性護理評估 

（一） 個案簡介： 

（1） 基本資料：如年齡、性別、學歷、職業、信仰、生活習慣、平日嗜好 

（2） 家庭史：家庭成員、經濟來源、主要決策者、家人互動情形等 

（3） 家庭圖譜的畫法如學生實習手冊 

（4） 疾病求醫過程：含過去病史與現在病史，將其疾病求醫過程作一系統簡要之描 

述，並說明此次發病及治療經過，敘述後亦可輔以求醫療流程圖，以加深印象、

幫助讀者易於瞭解，如學生實習手冊 

（二） 整體性護理評估 

（1） 包含生理、心理、社會、發展、靈性之整體評估 

（2） 以 Gordon或護理理論為護理評估架構，完整的收集個案之主客觀資料 

六、問題確立 

１．當主客觀資料充分時，具有某護理診斷足夠之鑑定性特徵時，可確立該項問題（P），並 

寫出影響問題的相關因素（E），形成完整的護理診斷（S） 

２．書寫可評量的目標包括：標準＋主詞＋動詞＋情況 

（1） 標準：預期達到特定行為之程度或時間，如：一星期後壓瘡縮小為 8×5公分，

或出院前可自行沐浴 

（2） 主詞：病患或其身心之任何一部份，如傷口、體溫、疾病認知 

（3） 動詞：動詞應該是可測量或觀察到的：如說出、寫出、示範出、運動、走、坐，

或測量數據的增加或減少動詞應該避免不可測量的語法：知道、瞭解、接

受、感覺、減輕焦慮 

（4） 情況：若需在某些情況下才有可能達到的標準時，可將該情況一併列出，如：

在給止痛劑後，疼痛指數可由 10分降至 8分 

七、護理措施 

１．應將所執行的人、事、時、地、物說明清楚，呈現個別性與具體性 

八、結果評值 

１．針對護理目標及措施進行評值 

２．在敘述中能呈現出個案整體護理之具體成效 

九、結論與討論 

１．包含全文總結、限制/困難、建議、心得與致謝 

２．將個案護理過程簡明扼要之重點陳述，並提出護理期間所遇到限制與困難 

３．分享護理心得與感想，提出護理實務之具體建議 

十、參考資料 （請參考學生實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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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 科技大學  

二技日間部護理系臨床照護實習（成人護理學）－個案報告作業評分表 

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題目名稱  

項    目 評      語 得 分 

（一） 文字敘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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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1. 摘要                   5% 

(1)簡潔、扼要、能包含全文內容(3%) 

(2)字數於500字內(2%) 

 

 

 

 

 

2. 前言                   5% 

(1)明確說明個案選擇之動機 (2%) 

(2)明確說明此個案照護之重要性(3%) 

 

 

 

 

 

 

3. 文獻查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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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評估（含個案簡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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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問題確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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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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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措施能參考文獻查證內容，應用於個案照護(3%) 

 

 

 

 

 

 

 

 

 

 

7. 結果評值                                  10% (1)針對

護理目標與措施之有效性評值(4%) 

(2)對個案整體護理之具體成效作評值(4%) 

(3)有具體的後續照顧計畫(2%) 

 

 

 

 

 

 

 

 

8. 討論與結論                               15% 

(1)總論敘述簡明扼要(4%) 

(2)個人觀點明確(4%) 

(3)提出具體限制與困難(4%) 

(4)報告成果對日後護理實務工作有具體建議(3%) 

 

 

 

 

 

 

 

 

 

 

9. 參考資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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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參考資料與全文連貫、一致與適切(3%) 

 

 

 

 

 

 

評語：（結果通過與否，應以整篇文章的內容是否能凸顯護理過程來決定。） 

 

 

總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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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 

二技日間部護理系臨床照護實習（成人護理學）－實習學生評值表 

學生姓名：      學號：      班級：     實習單位：       

實習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指導老師：       

實習總目標 具 體 目 標 評分 學生評分 老師 

評分 第二週 第三週 

（一）學生能具備「批

判性思考」的能

力 

1. 能收集、組織並分析個案各種相關之主、客觀資料 2    

2. 能確立健康問題/護理診斷，以及導因 2    

3. 能訂定護理目標 2    

4. 能擬定適合的護理計畫與執行護理措施並具有個別性 4    

5. 能評值護理目標及措施 2    

6. 能完整書寫護理記錄 4    

7. 能主動與醫護人員討論個案問題及問題改善發現 4    

（二）學生能具備「一

般照護技能」的

能力 

1. 能說出治療性環境中的物品擺設 2    

2. 能正確執行病房白班工作職責 2    

3. 能正確書寫病房常見紀錄單張 2    

4. 能說出該項護理技術的原理及操作注意事項 4    

5. 能正確執行該項護理技術及儀器操作 4    

6. 能評值該項護理技術之結果 4    

7. 能說出常見檢查或手術的目的、過程及結果意義 2    

8. 能協助執行檢查前、中、後的護理 2    

9. 能應用學理說明該單位常見疾病的相關學理 2    

10. 能說出該單位常見疾病的護理重點 4    

（三）學生能具備「基

礎生物醫學科

學」的知識 

1. 能正確聽、說、讀及寫出病房常見中英診斷名稱 2    

2. 能說出內外科疾病的相關解剖生理 2    

3. 能正確說出並辨認該單位常使用的藥物名稱、作用、給藥途

徑、時間、副作用及注意事項 
4    

4. 能說出常見臨床檢驗的目的、過程及注意事項及正常、異常

值及意義 
4    

（四）學生能具備「溝

通與合作」的素

養 

1. 能運用溝通技巧與個案建立治療性人際關係 2    

2. 能與醫療小組建立良好的團隊合作關係 2    

（五）學生能具備「關

愛」的素養 

1. 能尊重病患隱私及安全及能表現出尊重生命的態度 4    

2. 對個案能表現出關懷的態度及運用關懷照護個案 4    

（六）學生能具備「倫

理」的素養 

1. 能遵守護理倫理 4    

2. 體認病房護理人員的專業角色及功能 4    

（七）學生能具備「克

盡職責」的能力 

1. 守時、不遲到早退 2    

2. 服裝儀容整齊 2    

3. 有禮貌、能虛心接受師長的指導 2    

4. 能與同學共同協調合作 2    

（八）學生能「終身學

習」 

1. 能主動積極的學習 2    

2. 能檢討自我並加以修正、學習不足之處 2    

3. 認真參與在職教育及學術活動 2    

4. 對護理專業有自我學習熱誠及認同感 2    

5. 能積極參與各項討論會並樂於分享經驗、適時提出建設性的

意見 
2    

6. 能收集並閱讀與個案照護相關的中(英)文醫護文獻 2    

總      分  100    

指導老師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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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日間部重症照護實習－成人護理學實習指導教師評核表 
實際表現請舉例說明（由學生填寫） 

第二週 

 

第三週 

 

教師評語: 

實習評量一致性: 

註：學生請於討論週次，根據學習狀況進行評分，評分方式為某項技術總分 2分，若學生精熟達 7成，計分則是

20.7=1.4分 個分項評核參考標準：(依照百分比計算) 

  5 =獨立且正確操作能完成目標，100%。 

  4 =指導下正確操作能完成目標，80%。 

  3 =指導下大致正確操作能完成目標，60%。 

  2 =指導下多有錯誤，僅能完成部分目標，40%。 

  1 =指導下未能達成目標，20%。 

範例：學生臨床表現都達到 9成者，則成績計算為(評分 5*9成=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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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 

二技日間部護理系臨床照護實習（成人護理學）－護理長評值表 

學生姓名：      學號：      班級：     實習單位：          

實習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指導老師：        

評 值 項 目 分數 評分 備  註 

1. 服裝儀容整潔，不遲到早退 8   

2. 態度謙虛有禮 8   

3. 主動積極學習態度誠懇誠實 10   

4. 熟悉病房單位環境及常規 7   

5. 正確執行基本護理技術 10   

6. 能瞭解個案病程進度，擬定護理計畫，並提

供整體性護理  

7   

7. 能依個案之需要給予個案或相關家屬適合之

衛教 

7   

8. 能執行正確紀錄及交班 10   

9. 能與相關團隊有效溝通維持良好之人際關係 8   

10. 能遵守護理倫理重視個案隱私及權益 10   

11. 能適時提出建設性意見 8   

12. 能表達自己的護理成長 7   

總     分 100   

評語： 

 

 

備註：評分總分參考標準建議在 80～90分之間，視情況與低於 70分寫輔導紀錄單。  

 

單位護理長 單位督導 教學督導 護理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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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 

二技日間部護理系臨床照護實習（成人護理學）－實習技術經驗記錄單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指導教師：        

技術名稱 考核日期 完成考核日期 老師/主責護士簽名 

體溫脈搏呼吸測量法       

血壓測量法       

病患意識程度測量法       

瞳孔測量法       

單一劑量口服給藥法       

直腸塞劑給藥法       

吸入性藥劑的使用       

盤尼西林皮膚測試法       

大量靜脈點滴注射法       

靜脈加藥法       

靜脈穿刺術       

中心靜脈導管護理       

中心靜脈測壓術       

局部用冷：冰枕或冰囊       

局部用熱：烤燈、熱水枕       

協助鼻胃管插管法       

鼻胃管護理       

鼻胃管灌食法       

鼻胃管減壓法       

導尿法       

單導測餘尿法       

留置導尿管護理       

灌腸       

會陰沖洗法       

約束病患護理       

三角巾支拖法       

靜脈採血法       

血液培養檢體採集法       

痰檢體的採集法       

尿液培養檢體採集法       

糞便檢體的採集法       

One touch測血糖       

氧療法       

氣管內管護理       

氣切造廔護理       

抽痰技術       

協助胸腔放液穿刺術及護理       

胸管留置及護理       

協助胸腔引流管置入       

胸腔物理治療：C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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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名稱 考核日期 完成考核日期 老師/主責護士簽名 

輸血技術       

動脈導管護理       

肺動脈導管護理       

暫時性心臟節律器護理       

主動脈內氣球幫浦導管護理       

心電圖測量       

腦室外引流管護理       

協助腰椎穿刺術及護理       

協助顱骨牽引術及護理       

協助頸圈之使用及護理       

肢體彈繃包紮法及護理       

圓滾木式翻身法       

背架之使用       

協助骨科牽引術及護理       

骨科外固定針使用的護理       

柺杖之使用       

助行器之使用       

石膏病人之護理       

全靜脈營養治療及護理       

協助食道靜脈壓迫球放置術及護理       

協助腹腔放液穿刺術及護理       

腸造口護理       

膀胱灌洗法       

膀胱訓練法       

經皮腎造廔引流管護理       

膀胱造口護理       

雙腔導管之護理       

動靜脈廔管之護理       

濕敷料換藥法       

傷口護理       

植皮區護理       

供皮區護理       

協助骨隨穿刺術及護理       

骨髓輸注       

Port－A導管注射法       

Port－A導管抽血法       

Port－Ａ導管沖洗法       

Port－Ａ導管點滴注射法       

化學療法靜脈輸液       

依單位性質自行增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