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專四年級實習前說明會 
 



106學年五四內外護理學實習期間 

甲+乙內外護理學實習(一) 107.02.26-107.03.16 

甲+乙內外護理學實習(二) 107.03.19-107.04.06 

丙+戊內外護理學實習(一) 107.04.09-107.04.27 

丙+戊內外護理學實習(二) 107.04.30-107.05.18 

丁班內外護理學實習 (一) 107.05.21-107.06.08 

丁班內外護理學實習 (二) 107.06.11-107.06.29 

 



選課 
 在開學第一週去學生資訊系統查看，自己的選課是否有誤。 

 在開學第二週(加退選週)，提出選課問題。 

 超過第二週後，不再協助處理選課問題，無法再異動。 

 按學校學籍規則第九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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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學校學籍規則第十五條規定 

學生加、退選科目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內辦理之，經系主任核准後送教務處課務 

組存查，逾期不予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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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學校學籍規則第十六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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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學期間需修正課請跟導師討論後續如何安排實習，實習組會另行安排實習梯
次。 

 



選課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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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6 2 N53B3A 

內外科護
理學實習

(一) 

護理科  
五四甲 

陳○○ 
核心必
修 
 

3 

2 106 2 N5FS3F 

內外科護
理學實習

(二) 

護理科  
五四甲 

王○○ 
核心必
修 

3 

3 106 2 N5A431 國文 
護理科  
五四甲 

林○○ 
通識必
修 

3 

4 106 2 N5A431 英文 
護理科  
五四甲 

楊○○ 
通識必
修 
 

2 



學生實習異動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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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單請到教務處課務組領取 此表單可在實習組表單資源下載 



重修實習 
（一）學生各科護理學實習成績未達六十分，需重修該科實習。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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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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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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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加01分鐘)該科實

習成績以零分計算，應行重修。  

學生請假須持有證明文件，其規定如下：  

公假: 

1.學生因公不能實習者，應於實習前持證明文件辦

理請假手續。  

2.學生每學期公假三天內，需依請假時數1:1補實習，

逾者以事假論。  



請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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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一次超過（含）三天以上者，須持請假當日本校學生實

習醫院或公立醫院之診斷證明辦理請假手續。  

3.請假三天以內者，需持醫療費用收據影印本辦理請假手續。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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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請病假（含生理假、傳染性疾病）時數需1：1補實習。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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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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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規則 
事假：學生事假以請假時數三倍補實習(1：3)。  

喪假：以實習學生之親屬喪葬者為限，並需有訃文或家長
證明，訃文可同假單擇日補件（事後補請假），請假時數
需依1:1補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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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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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三天以上，拿醫院診斷證明書 



請假證明 
請假三天內，拿醫院看診收據 



為何請假需補實習時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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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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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補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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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各醫院合約需進行體檢項目(未交健檢報告者不得前往醫院實習) 

實習前體檢 

106學年度改一年內 



實習前體檢 

按合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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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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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培養敬業樂群及勤勞樸實的習性。 

二、在「工作中學習」，培養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 

三、訓練處世應對之道，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及職業倫理。 

四、激發學習意願與可塑性。 

五、訓練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六、培訓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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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交通 
統一由學校派車接送實習院所，若同學已有駕照
欲自行騎車或共乘，需繳交學生校外實習期間騎
乘機車家長同意書。 

請自行填寫勿幫他人填寫搭車登記表， 
以繳回的搭車登記單為確定搭車登記紀錄。 

費用：統一由總務協助收、繳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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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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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銘忠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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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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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或活動可經由指導 

老師向總務處申請派車，並依照大客車出租業收費；申請派車單 

位逕向會計室繳費。 

依照現有路線公告收費價格，由花蓮客運提供。 

 

  

   

   

   

起訖地點  價格(元)/單程 

慈科大→慈濟醫院 24  

慈科大→火車站→門諾醫院(兩段式乘車)  48 

慈科大→火車站→壽豐門諾(兩段式乘車) 91 

慈科大→火車站→國軍八０五(兩段式乘車)  58 

慈科大→火車站→秀林鄉公所(兩段式乘車)  105 



實習派車作業流程  
 

實習派車調查 
＊以護理系實習生為主。 
＊調查:實習前三個月統計。 

 

 
 

實習組發派車調查表給各班總務進行調查(調查時間安排5-7天) 
1.無駕照的同學，原則上全部搭校車。 
2.校車費用每天以40元計，繳費以整梯次計。【遇例假日扣除】 
3.可不搭校車的情形如下:有交通工具並具備駕照者，需影印一份駕照及填寫家長同意書。 
4.交通費繳交後，不得無故要求退費。【因遇颱風天放假除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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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警衛協助處理(學校電話:03-8572158轉2336) 
   B:在醫院:請聯絡警衛或總務處事務組組長莊銘忠組長(分機:2357、2390)協助處理。 
   C:護理系實習組(分機:2326、2402) 
＊請同學碰到以上問題時務必立即反應 

 

調查完畢、統計各院所實習人數 

實習組申請派車 

實習前兩週，實習組製作繳費單 

繳費單交給班級總務股長(協助收齊搭車費用) 

總務股長至會計室繳費 



實習搭車申請登記表 



學生校外實習騎乘機車家長同意書 
自行騎乘機車與共乘者，需繳交家長同意書，共乘者請 

註明騎車者姓名，並檢附駕駛執照正反面影印本。 

 



實習生針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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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系實習生針扎處理追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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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系校外實習保險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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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停止實習流程 

將自願停止實習申請單8元郵票郵寄給家長 

學生填單 
(原因: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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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主任簽名 

實習組長簽名 

自願停止實習申請單 
※請自行跑流程 





實習資源 



實習資源 



實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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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住宿規則 
依照台中慈濟醫院的實習生宿舍管理規則， 

 第七、 會客應在交誼廳內；禁止外賓進入寢室區，更不得留
宿。 

 第二十一、違規處理辦法，之(四)未經許可，不得私自更換
寢室。 

本校之學生獎懲辦法第十六條凡合下列情事之一者，應
予記小過 (學務處建議大過處理) 

 第六款『未經許可擅自進入宿舍或留宿外人者。』 ，應予記
小過。 

 第十五款『在校外實習或服務不佳；有損校譽者。』 ，應予
記小過。 

 第十五條十二款、未經核准擅自接引親友或非住宿生進入宿
舍應予記申誡二支(迫於同儕壓力，接受非法入住)。 

 第十六條第四款、有欺騙之行為者(持續說謊)，應予記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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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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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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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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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罰 

行政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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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祝福大家~ 

    ~順利通過實習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