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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護理科綜合護理實習計畫 104.12.23科務會議通過實施 
一、科    目：綜合護理實習  

二、學    分：3 學分 

三、時    數：162 小時(臨床實習 152 小時，實習前準備及實習後評值會 10 小時）。 

四、實習學生：五專部四年級仁班及愛班學生（另見名冊） 

五、負責教師： 

(1) 課程負責教師：葉麗娟主任、董俊平、陳貞秀、林毓、方又圓、潘美芳、 

              潘婉琳、林千惠等老師。  

(2) 臨床指導教師：各單位臨床指導教師 (preceptor)。 

(3) 校內訪視教師：葉麗娟、董俊平、周莉莉、林毓、潘婉琳、黃素蜜。 

 

六、實習時間： 105/07/11~105/08/05，臨床實習 19天，共 152小時。 

七、實習單位：三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松

德院區、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佛教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

安醫院、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財

團法人耕莘醫院。 

八、實習方式 

1. 採全責護理，由臨床指導教師採一對二方式指導學生實習。 

2. 依學生能力及臨床表現，採循序漸進方式決定每位學生照顧病人的人數。原

則上白班 2-4 人，大小夜 4-6 人。 

3. 學生除提供病人整體性照顧外，並依照實習計畫規定之時間繳交實習作業。 

4. 學生繳交之實習作業，由校內訪視教師負責指導。 

5. 學生臨床實習考核由學生自評、臨床指導教師及校內訪視教師共同評核。學

生自評、臨床指導教師及單位護理長評核佔總分的 80% ，校內訪視教師評

核占總分的 20%。 

6. 學生實習過程中，學校有專責老師負責(校內訪視教師)與臨床指導教師協調

及聯絡，並訪視學生實習狀況。 

7. 學生於實習期間，因行為偏差或特殊原因導致影響實習，均依實習異常學生

輔導程序規定予以輔導。 

九、綜合護理實習課程可達成本校及本科核心能力培育之說明 

 

校核心能力 

人文關懷 

A 

專業實務 

B 

多元學習 

C 

敬業樂群 

D 

創新服務 

E 

問題解決 

F 總

和 
科(中心) 

核心能力 
關愛 

一般臨床

護理技能 

基礎生物

醫學科學 
終身學習 

克盡 

職責性 

溝通與

合作 

倫理 

素養 
創新服務 

批判性 

思考能力 

科(中心) 

核心能力編號 
501A1 501B1 501B2 501C1 501D1 501D2 501D3 501E1 501F1  

權重百分比 5 40 10 5 10 10 5 5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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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方式、臨床指導教師及校內訪視教師職責 

一、 學生實習方式 

(一)實習安排方式 

1. 學生實習總時數為 162 小時，共 4 週，每週 5 天。 

   (臨床實習 152 小時，實習前說明會及實習後檢討會 10 小時)。 

2. 實習期間出缺勤依本校實習規則辦理。 

3. 實習模式採全責照護方式執行，在臨床指導教師監督下照護病人。 

4. 學生實習配合臨床指導教師所上的班別，班別可安排在三班及假日。第一週熟習環

境及瞭解病房常規，第 2-3 週可安排上 2-4 天小夜班及 2-4 天大夜班。最後一週因

考量實習評值會，故不安排夜班。因考量學生安全，白班實習時間 8-4PM、小夜

班 4-10PM，大夜 10PM-隔天 8AM (大小夜班時間安排，視各實習場所調整)。學

生上夜班時，需事先簽妥家長同意書並繳交給實習指導教師。 

5. 實習班別一經排定不可任意變更。若有任何緊急事件，應於上班前至少 30 分鐘以

電話告知臨床指導教師或校內訪視教師。 

(二)作業規定 

1. 實習心得：第二、三週各繳交一篇，內容包括週進度的自我檢討、收獲、心得與感

想。內容一式兩份，書面一份交給病房護理長，另一份給校內訪視教師(可 mail)。 

2. 實習感言：（附件 1-1）繳交校內訪視教師(可 mail)。 

(三)實習評量 

  1.實習自評表（附件 2-1）：請舉例說明在實習過程中對一般臨床護理技能、基礎生物

醫學科學、溝通合作、關愛、倫理素養、批判思考能力、克盡職責性、終身學習、創

新服務等核心能力之表現與收穫。 

2.實習評量表：臨床表現 80%（附件 2-2，學生自評 10％、臨床指導教師佔 70%，護理

長佔 20%） 作    業 20%（附件 2-3，由校內訪視教師評分）。 

      (四)實習班表與家長同意書：附件 3-1、3-2 

 

二、 臨床指導教師 

       (一)、資格：單位護理長、小組長或至少在該單位有 2 年以上工作經驗的資深護理人員。 

       (二)、臨床指導工作項目 

1.與學生共同照護病人。 

2.學生在執行各項護理措施時，臨床指導教師須在旁監督及指導。各項記錄如有學

生簽名，臨床指導教師需簽名於後。 

3.協助考評學生臨床成績。 

 



3 

 

 

三、校內訪視教師 

      校內訪視教師指導綜合護理實習輔導內容如下： 

(一)、實習前：單位準備、聯繫實習單位護理長及臨床指導教師，確認實習教學計畫內容

與實施方式；與學生召開實習前說明會。 

(二)、實習第一天：學生親自到實習單位報到或訪視教師會帶實習學生到單位報到。實習

教師必需確認實習學生到院實習。 

(三)、實習期中、期末檢討會：各單位之學生、臨床指導教師及校內訪視教師分別召開實

習檢討會。 

(四)、實習期間不定時訪視：包括與學生、臨床指導教師之實習討論，校內訪視教師第一

週、第三週及第四週期間視需要每週至少一次到各單位訪視學生。 

(五)、實習評值會：實習最後一週實施課程評值會及學生實習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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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護理實習  

一、實習課程摘要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整合並運用專業護理相關之知識與技能於護理實務工作中，課程內容

包括執行實習單位的常規護理活動、各項護理記錄，整合並應用護理相關知能，依據病人的健

康需求，獨立提供多位病人個別化、連續性、整體性、具優先次序的護理。能與醫療小組成員

溝通合作、提供病人及家屬護理指導及主動參與護理實務與倫理等相關議題討論，以奠定學生

從事臨床護理工作的基礎。 

二、實習目標：  

(一)能系統性的評估照護對象個別需求與資料，並依優先順序確立病人之健康問題 (501B1、

501B2、501F1、501D2、)  

(二)能運用基礎醫學學理於照護對象之照護(501B2、501F1、501D1)  

(三)能運用相關臨床照護之文獻及資源，訂定符合照護對象個別需求之照護計劃 (501D1、

501D2、501F1) 

(四)能執行護理計畫之各項護理活動(501F1、501B1 、501B2 ) 

(五)能評值照護對象個別照護成效，適時調整照護計劃 (501E1、501D1、501F1) 

(六)應用專業倫理與相關法律於臨床護理業務中 (501A2、501A1、501D3) 

(七)察覺照護對象之需求，並運用同理心給予適當的關懷與回應 (501E1、501A1) 

(八)展現護理專業的精神 (501C1、501D1、501D3) 

(九)利用各種資源充實自我，以改善照護的知識與技能 ( 501C1 ) 

(十)能體驗臨床各班別的角色與功能(501B1、501F1、501D2) 

 

＊ 本科目實習目標與校、科核心能力達成之操作行為對應說明 

（一）關愛  

1 能察覺病患之需求，並運用同理心給予適當的回應。 
2 能運用相關臨床照護之文獻及資源，訂定符合病患個別需求之照護計畫。 
3 能評值病患個別照護成效，適時調整照護計畫。 

（二）一般臨床護理技能  

1能有系統評估及收集內外科疾病人者之個別需求與資料，並依優先順序確立患者之健康

問題。 

2能執行護理計畫之各項護理活動，並能依據成效進行評值。 

3能提出改善照護服務的方式或措施，並讓受服務的對象能感到滿意。 

（三）基礎生物醫學科學  

1能應用相關基礎醫學知識於病人臨床檢驗值判讀及分析 

2能運用解剖、生理、病理及微生物等基礎醫學學理於臨床病人之照護及擬定病人個別的

護理照顧計畫 

（四）終身學習  

1能自省、自我評價工作效能 
2利用各種資源繼續充實自我，以改善照護的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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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新知，願意改變、終身學習，並能持續充實護理能力。 

（五）克盡職責性  

1認同護理專業的重要性，展現專業精神。 

2 忠於職守並具團隊精神。 

3能與相關醫療團隊人員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六）溝通與合作   

1、能建立護病治療性人際關係及察覺與發現病患個別照護問題。 

2、能具備團隊精神及表達溝通能力。 

(七）倫理素養  1能應用專業倫理與相關法律於臨床護理業務中。 

 

(八 )創新服務  

1 能將創新服務展現於執行護理計畫之各項護理活動，並能依據成效進行評值。 

2 能將創新服務提出改善照護服務的方式或措施，並讓受服務的對象能感到滿意。   

（九）批判性思考能力  

1能有反省判斷、獨立思考、推理、分析、辯證的客觀中立能力。 

三、實習進度：  

週數 實習進度 

第一週 1. 熟悉醫院組織及功能。 

2. 熟悉單位護理人員職責。 

3. 執行實習單位的常規護理活動與記錄。 

第二週 1. 執行實習單位的常規護理活動與記錄。 

2. 運用基礎醫學知識發現病人健康問題。 

3. 能說出照護病人的護理重點。 

4. 建立與醫療團隊之正向人際關係及協調合作關係。 

5. 展現自主、負責的專業行為，提供病人及家屬護理指導與諮詢。 

第三週 1. 執行實習單位的常規護理活動與記錄。 

2. 綜合相關的護理知能，獨立運用問題解決法同時護理數位病人。 

3. 展現自主、負責的專業行為，提供病人及家屬護理指導與諮詢。 

4.主動討論護理實務與倫理相關的困難與感受。 

5.能適切提供照護訊息培養醫療團隊間的聯繫。 

第四週 1. 執行實習單位的常規護理活動與記錄。 

2. 能主動爭取各種學習機會。 

3. 知道如何在臨床上運用資訊及收集資料與新知。 

4. 參與或觀察單位中緊急情況的處置。 

5.主動討論護理實務與倫理相關的困難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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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康寧大學台北校區 綜合護理實習心得 

 

實習單位：             學生姓名：                  日期：             

 

內容包括：簡述本週教學活動、學習心得感想 

                                                                              

                                                                              

                                                                              

                                                                              

                                                                              

                                                                              

                                                                              

                                                                              

                                                                              

                                                                              

                                                                              

                                                                              

                                                                              

                                                                              

                                                                              

                                                                              

                                                                              

                                                                              

                                                                              

實習教師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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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大學台北校區 綜合護理實習感言 

附件 1-2 

 

實習單位：             學生姓名：                  日期：             

各位同學： 

這是綜合護理之臨床實習，不知妳是否有新的收穫，對護理專業有更新一層的體認。老師

很關心妳們的成長，請妳們提供寶貴的意見給老師們做參考，謝謝！ 

 

一、在此次實習中收穫最多的是什麼？ 

 

 

 

 

 

二、在此次實習中，感到較困難的是什麼？ 

 

 

 

 

 

三、與其他護理科目之實習比較起來，自我成長為何？ 

 

 

 

 

 

四、針對實習規劃及實習單位安排上，你希望綜合護理學實習能作什麼樣的調整，以利於你的

學習，原因是什麼？ 

 

 

 

 

 

 

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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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康寧大學台北校區 綜合護理實習自評表 

實習單位：             學生姓名：                  日期：             

 

請依據實習目標作自我評值，評值自己是否已達成學習目標 

實習目標 自我評值 

（一）關愛  

1 能察覺病患之需求，並運用同理心給予

適當的回應。 

2 能運用相關臨床照護之文獻及資源，訂

定符合病患個別需求之照護計畫。 

3 能評值病患個別照護成效，適時調整照

護計畫。 

 

（二）一般臨床護理技能  

1 能有系統評估及收集病人者之個別需求

與資料，並依優先順序確立患者之健康

問題。 

2 能執行護理計畫之各項護理活動，並能

依據成效進行評值。 

3能提出改善照護服務的方式或措施，並

讓受服務的對象能感到滿意。 

 

（三）基礎生物醫學科學  

1能應用相關基礎醫學知識於病人臨床檢

驗值判讀及分析。 

2能運用解剖、生理、病理及微生物等基

礎醫學學理於臨床病人之照護及擬定

病人個別的護理照顧計畫。 

 

（四）終身學習  

1能自省、自我評價工作效能。 

2利用各種資源繼續充實自我，以改善照

護的知識與技能。 

3 接受新知，願意改變、終身學習，並能

持續充實護理能力。 

 

（五）克盡職責性  

1認同護理專業的重要性，展現專業精神。 

2 忠於職守並具團隊精神。 

3 能與相關醫療團隊人員建立良好的人際

關係，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六）溝通與合作   

1能建立護病治療性人際關係及察覺與發

現病患個別照護問題。 

2能具備團隊精神及表達溝通能力。 

 

（七）倫理素養  

能應用專業倫理與相關法律於臨床護理

業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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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創新與服務 

1 能將創新服務展現於執行護理計畫之各

項護理活動，並能依據成效進行評值。 

2能將創新服務提出改善照護服務的方式

或措施，並讓受服務的對象能感到滿意。 

 

（九）批判性思考能力  

1能有反省判斷、獨立思考、推理、分析、

辯證的客觀中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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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綜合護理實習評量表 

學生姓名：                   學號：                 實習單位：               

實習日期： ___ 年      月     日至 ____ 年      月      日 

評  量  項  目 百分比 
學生 

10％ 

Preceptor 

70% 

護理長 

20% 
備註 

 關愛 1 察覺病患之需求以同理心給予適當的回應。 
2 運用相關臨床照護之文獻及資源，訂定符合
病患個別需求之照護計劃。 

3 評值病患個別照護成效，適時調整照護計畫 

5    1.出缺勤： 

遲到     次 

事假    小時 

病假    小時 

喪假    小時 

公假    小時 

 

2.補班紀錄： 

 

 
 

 

 

 

 

 

 

 

 

 

 

 

 

一般臨
床護理
技能 

 

 

1 有系統評估及收集病人之個別需求與資料，

並依優先順序確立患者之健康問題。 

2 執行護理計畫之各項護理活動，並能依據成

效進行評值。 

3 提出改善照護服務的方式或措施，並讓受服

務的對象能感到滿意。 

10 

 

 

25 

 

 

 

   

基礎生

物醫學 

1應用相關基礎醫學知識於病人臨床檢驗值判

讀及分析 

2運用解剖、生理、病理及微生物等基礎醫學
學理於臨床病人之照護及擬定病人個別的
護理照顧計畫 

10 

 

10 

   

終身 
學習 

1自省、自我評價工作效能 
2利用各種資源繼續充實自我，以改善照護的
知識與技能。 

3接受新知，願意改變、終身學習，並能持續
充實護理能力。 

5    

克盡 
職責 

1認同護理專業的重要性，展現專業精神。 
2忠於職守並具團隊精神。 
3能與相關醫療團隊人員建立良好的人際關
係，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5 

 

   

溝通 
與合作 

1建立護病治療性人際關係及察覺與發現病患

個別照護問題。 

2具備團隊精神及表達溝通能力。 

10    

倫理 
素養 

 應用專業倫理與相關法律於臨床護理業務
中。 

5    

 
創新 

服務 
1 將創新服務展現於執行護理計畫之各項護理

活動，並能依據成效進行評值。 

2將創新服務提出改善照護服務的方式或措

施，並讓受服務的對象能感到滿意。 

5     
 批判思

考 
有反省判斷、獨立思考、推理、分析、辯證的

客觀中立能力。 

10     

 
        績 成 總 現 表 床  

臨      

實習指導教師 護理長 督導長 護理部副主任 護理部(科)主任 

 

 

    

本人已將『實習評量表』發給學生，並已充分向學生

說明實習評量內容。 

preceptor 簽名:                   /學生              

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已充分閱讀及理解『實習評量表』之成

績及內容。 

學生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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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綜合護理實習評量表 
學生姓名：                   學號：                 實習單位：                  

實習日期： ___ 年     月     日至 ___ 年     月     日 

綜合護理實習作業 

             評   量   項   目 百分比 成績 備註 

實習心得與 

實習感言 

1. 週心得(二篇) 

2. 實習感言(一篇) 

50%   

實習自評表 

對批判性思考能力、一般臨床護理技能、創新

服務、基礎生物醫學科學、溝通與合作、關愛、

倫理素養、克盡職責性、終身學習等核心能力

之表現與收穫。 

50%   

 作業總分： 

 

 

綜合護理實習成績彙整表 

項  目 原始分數 實得分數 

臨床表現  80% (由學生自評 10％、臨床導教師

preceptor70%及護理長 20%

共同評分) 

  

作     業 20% (由校內訪視教師評分)   

實習總分  

 

評語 
學生自評 

 

 

臨床指導教師 preceptor 及護理長評語 

 

 

校內訪視教師評語 

 

 

 

校內訪視教師簽名： 

 

                   學生簽名：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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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綜合護理實習  學生實習班表 

學生姓名：              實習單位 : _____          __   實習日期：        -       

白  班 D：  時間      ～             

小夜班 E：  時間      ～     

大夜班 N：  時間      ～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一週 / / / / / / / 

班別        

學姊姓名        

第二週 / / / / / / / 

班別        

學姊姓名        

第三週 / / / / / / / 

班別        

學姊姓名        

第四週 / / / / /  

班別     返校評值  

學姊姓名      

＊ 班表經排定，未經護理長同意請依班表上班。 

 

通訊連繫 

康寧專校實習組 2632-1181 轉 201 或 203 校內訪視教師電話： 

病房電話： 

 

護理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校內訪視教師簽名：_______________ 

 

 

附註： 

護理長派班後由學生將班表交給學校訪視教師、實習組、家長、及學校舍監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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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護理科學生夜班實習 

家長通知單 

敬愛的家長： 

為使令公子(媛)能對護理工作有全面性瞭解，綜合護理學實習將安排輪值三班

實習(白班、小夜、大夜班)，以免學生畢業後進入職場時發生不適應情形，因此

本學期起將分別安排學生進行各 2-3 天的大、小夜班實習體驗。 

為考量學生安全，將安排二位同學一組同時上下班，小夜班實習時間：

15:00-21:00 或 16:00~22:00，大夜班實習時間 22:00-08:00(或視各實習場所調整)，

另顧及學生體力及精神狀況，學生實習小夜班後接著實習大夜班，並休假至少一

天後回復正常上班時間。懇  請家長們協助注意並提醒學生注意安全。 

綜合護理實習醫院是                                                 

地址：                          ，電話：(02)              #      

學生夜班實習日期如下： 

姓  名 小夜實習(16:00-22:00) 大夜實習(22:00-08:00)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若有任何疑問可詢問護理科實習組（電話號碼：02-26321181 分機 201、203） 

或與校內訪視老師聯絡                        

 

 
護理科學生夜班實習家長通知單回條 

 

實習期間：□  /   /  -   /    □100/ 8/1-8/26 

 班級：       學號：           姓名：        家長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