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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護理科實習規則 

中華民國 89年 4月 9日護理科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年 9月 23日護理科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年 10月 13日護理科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年 6月 22日護理科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1日護理科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27日護理科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學生實習規則 

第一條：本校加強學生敬業精神及學習態度，提高護理水準，特定本規則。 

第二條：學生應修習規定之專業程合格後，始准參加相關實習。其學科、術科及操行及格且身心健康者，

並提供實習前三個月內體檢證明(包括胸部 X檢查無異狀及 B型肝炎表面抗原及抗體呈陰性者須

完成疫苗注射及各實習醫院規定之檢查項目)，方可參加實習。 

第三條：基本護理實習不及格者，需補實習，俟及格後方得參加各科實習。各科實習有不及格者，均需

補實習，俟全部及格後始准畢業。 

第四條：護生遵守南丁格爾女士誓約、專業倫理及職業道德之規範。 

第五條：儀表： 

(一)制服：學生於病房實習時，一律穿著實習制服及掛名牌；冬天長袖，夏天短袖(配合實習場所換季)，

白色護士鞋，純白襪子（踝上）；社區護理實習，實習制服著白色上衣、黑色長褲及黑鞋。 

1.五年制學生實習制服規定如圖示(1)(2) 

 

(二)穿著實習制服應注意事項： 

1.務求衣服整潔而悅目 

2.鞋子顏色為純白色護士鞋。 

3.制服外不得加穿任何衣服或雜色腰帶，但冬天天冷時，可加穿深藍色毛衣或外套(學校統一型式)。 

4.頭髮、指甲保持整齊清潔。前額瀏海不得遮住眉毛，不得染髮，以黑色髮夾夾好。髮長以不超過

衣領者為整齊，超過者需盤髮，並以髮網固定。 

5.應掛名牌於右胸前，並佩戴有秒針之手錶。 

6.實習時，應穿著白色護士服、鞋上班，下班後在更衣室換下白色護士服、鞋。且維持良好秩序；

不可著白色護士服、鞋出醫院大門。 

7.學生至實習單位實習，須另備一雙乾淨白色護士鞋，以利感染控制。 

8.冬夏制服之更換，應遵守學校或醫院之規定日期更換，以求統一。 

9.凡服裝儀容不合規定者，得隨時令其退出實習場所，即刻更換，並視情形給予處分。若因更換衣

物而延誤實習時間，需依相關規定辦理請事假並且補班。 

10.除手錶外，指甲要剪短，手上不可佩帶其他飾物及塗指甲油，不得戴耳環。 

11.實習期間禁止化濃妝、塗口紅、勿戴變色片、戴（種）假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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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實習成績計算法詳見各科實習計畫。 

第七條：學習態度應注意事項： 

(一)態度要溫和有禮，舉止端莊，了解患者之痛苦與困難，盡力給予協助。 

(二)對病人要忠誠服務，但需保持適當距離，不得與病人或家屬建立非治療性關係。 

(三)不得向病人借閱書報雜誌及任何物品，且不可在病人單位高聲談笑。 

(四)不接受病人及家屬之餽贈。 

(五)虛心好學，誠懇接受實習醫院護理部主任、督導、護理長老師及專業護士及其他醫護人員之指導，

不得有怠慢，言詞頂撞或不合理之要求，不可有蓄意欺騙或未據實以報之情形發生。 

(六)愛惜公務，任何物品均不得取為己用，且杜絕浪費，損壞公物應自動報告實習老師或護理長，並照

價賠償，若無法查證毀損者時，由該組全體學生負責賠償。 

(七)學生於上班時間內，如無特殊事故，未經許可不可擅入病房閒談，以免妨礙病室工作及病人休息；

如欲探訪住院親友，必須獲得該病房護理長之許可且著便服，方可進入，並應遵守醫院之規則。 

第八條：學生上下班時應注意事項： 

(一) 實習場所上下班時間由護理長或實習老師分派，不得要求調班，更不得私自調班，違者依情節經

重予扣實習成績 5-10分於，嚴重者以曠課(班)論。 

(二) 學生上下班須完成交接班手續，並經護理長或老師同意後，方得離開單位。 

(三) 學生上班時間內，不得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或怠忽職守。 

(四) 學生上班時間內，不准會客、談笑、接打私人電話、攜帶行動電話及呼叫器、閱讀書報雜誌、寫

信、或其他私事。 

(五) 學生實習時，應於上班前十五分鐘換好制服到達實習單位準備交班事宜。 

(六) 學生於上班時間內，應完成所負責之工作項目，若發現下班時未完成，則必須報告護理長或老師，

由接班人繼續完成。若發現學生未完成其工作，亦未交班而擅自離開時，除令其返回病房完成工作

外，並扣實習成績 5-10分，且依情節輕重予記警告一次至大過一次。 

(七)上大夜班者，事先由實習老師書面通知家長上下班時間，注意安全，並請早到達之同學於護生值班

室休息等帶上班。 

(八)學生實習上下班期間，不可邊走邊吃。 

第九條：學生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場所之各項規則。 

第十條：遇困擾之事不能自行處理，應主動找實習指導老師協助或護理長處理。 

第十一條：學生實習期間之獎懲，按「學生實習獎懲辦法」辦理。 

二、實習期間獎勵 

第一條：本校學生實習行為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予獎勵： 

(一)合於下列規定之ㄧ，經指導老師主動提報相關事實者，應予記嘉獎： 

1.在實習醫院有禮貌，守本分，經醫院有關人員個別口頭讚美者。 

2.實習醫院更衣室內務經常整潔成績優良者。 

3.實習期間發現他人錯誤立即報告而能防止者。 

4.對病患態度和藹、服務熱忱，經護理長或實習老師認可者。 

5.明顯且具體行為勸告同學向上者。 

6.其他應記優點或嘉獎者。 

（二）合於下列規定之ㄧ者，經指導老師主動提報相關事實者，應予記小功或大功： 

1、捐血急救病患於危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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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醫院中拾金不昧，經醫院護理科認可 

3、明顯且具體行為，提高校譽者 

4、見義勇為，能保全體和同學利益者。 

5、其他應予記功或特別獎勵者。 

第二條：實習每梯次平均 90以上者，予以嘉獎 1次，以資鼓勵。 

三、實習期間懲戒辦法 

第一條：為維護病患之安全，培養優秀護理人員，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學生行為，有下列情形之ㄧ，經指導老師主動提報相關事實者，得予懲戒： 

(一)給藥方面： 

1、備藥時，尚未投予病人而經他人發覺下列錯誤，第一次口頭警告，第二次酌扣實習總成績一分，

第三次警告一次，第四次則令其停止實習。 

(1)劑量錯誤 

(2)時間錯誤 

(3)遺忘藥物 

2、給藥時： 

(1) 未核對床頭牌或未稱呼病人給予口頭警告；屢次不聽則依情結輕重，予扣實習總成績十分。 

(2)任何給錯藥過程錯誤，依情結輕重，予扣實習總成績十~二十分，並記大過至勒令退學。 

3、未經允許及指導私自在病房中學習靜脈注射，扣實習成績十~十五分，並記小過一次。 

(二) 治療時，發生下列情形者，按情結輕重，扣實習總成績十五~二十分，並經護理科會議通過，報請

校長決議後停止該次實習或予勒令退學。 

1. 熱水袋或電器使用不當，燙傷病人。 

2. 給錯病人治療或治療之部位錯誤，致使病人受傷害。 

3. 各類治療未能按時施行或遺漏，致使病人受傷害。 

4. 將特別飲食給錯病人。 

5. 治療技術錯誤而對病人有不良影響。 

6. 使昏迷病人或嬰兒跌傷。 

7. 給予不當之護理措施及治療而危急病人(例如輸血錯誤、急救程序錯誤…等)。 

8. 治療或照護不當，使病人身上之管路滑脫(例如氣管切管、氣管內管、胸管、傷口引流管、

尿管、Shunt等)，致危及其生命。 

9. 未經醫生處方，擅自取藥給病患。 

10. 因處方抄錯，導致他人工作錯誤。 

11. 偽造紀錄或未按時紀錄 

12. 未遵循無菌技術，致病人發生潛在性或現存性感染的危險。 

13、其他錯誤，合於勒令退學規定者。 

(三)嬰兒抱錯如下列情況，酌情處分： 

1、未出院時發覺者，扣實習總成績十至二十分並記大過一次。 

2、出院後發覺者，嚴重影響校譽，則立即停止實習，並勒令退學。 

(四)違反上班規定者：（遲到等同於事假扣分；防疫期間不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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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班遲到者，除扣實習分數「守時」一處扣分外，須補班如下： 

(1)遲到三十分鐘以內補一小時。 

(2)遲到三十分鐘至一小時補兩小時。 

(3)遲到一小時以上，以 1:2比例補實習。 

2、遲到原因若是可抗拒者，以曠班論。 

3、凡遲到三次以上，第四次遲到者立刻予停止該單位實習。 

4、學生因交通受阻或天然災害及其他不可抗拒之事實，致使無法準時上班，可酌情從輕處分，但當

時應與實習老師或實習單位連絡，並於事後補足所缺之時數(若因交通受阻，需出示證明，如車

號、司機號)。 

5、上班之後擅離實習單位辦理私事而怠忽職守，按情節輕重，給於小過至大過。 

6、上班時高聲談笑，未能保持病室安靜而妨礙病人休息者，按情節輕重給予記警告一次，再犯記小

過，屢犯記大過。 

7、未經許可私自調班，以曠班論。 

8、實習期間無法補實習時數者，視情況（依需補之時數）一天扣其實習總分五分（0.625分/小時） 

第三條：不按病房規定給予病人治療，記大過一次。 

第四條：損毀公務，不按手續報告或賠償者，除應照價賠償外，記小過一次。 

第五條：觸犯實習規則者： 

(一)不按規定請假者，依曠班論。 

(二)不服從指導，態度惡劣者，予停實習。 

(三)服裝儀容不符合規定者：第一次發現予口頭警告，第二次發現依學校服裝儀容規定違規或警告、並

扣實習成績十分，同時於一週內以自己休假日(學校上班時間)返校至護理科複檢。第三次發現則停

止該次實習直至儀容恢復可以實習為止。 

(四)接受病人及家屬饋贈，記小過一次以上。 

(五)作業遲交者，扣實習成績（實習作業評量表之總成績）一天十分至繳交為止。 

(六)實習期間與病人建立非治療性的關係，包括下列各項，按情節輕重，除寫自述報告外，並扣實習成

績五至十分。 

1、與病患或家屬通信，通電話。 

2、行為欠端莊。 

3、言語傷害病患或家屬之情形。 

4、與病患或家屬在外約會。 

(七)同學實習上下班期間邊走邊吃者，先予以口頭警戒，次數達兩次以上，第三次予以記警告一次，視

情節輕重，由警告至大過一次。 

(八)實習期間與實習相關事宜未據實以報或蓄意欺騙師長者予以記警告一次，視情節輕重，由警告至大

過一次。 

(九)實習上班時間，未經老師許可，不得使用手機或打公共電話，違者予以記警告一次，視情節輕重，

由警告至大過一次。 

第六條：性格、能力或生活習慣，不適合從事護理專業，經護理科會議評估，予以輔導轉科或勒令退學。 

第七條：本辦法所稱之學生實習行為之獎勵及懲戒，除錯誤輕微，由實習老師處理外，依學校學生獎懲

流程辦理。 

第八條：學生實習犯過，應由實習學生提書面報告，繳交實習指導老師初核，由實習老師填寫特殊事件

報告單，並附懲戒單報告學校實習組，經護理科查證屬實，報校長核准可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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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學生實習期間，如有犯錯事宜，除扣實習成績外，若有影響校譽，另依學校規定訓導給予處分。 

第十條：學生之實習成績，若有一個單位以上不及格、或曾被停止實習者，若欲再次實習需至科辦提出 

        實習課程重補修申請。 

第十一條：嚴重違反護理倫理者，經實習教師呈報護理科會議決議後，得依情節輕重予已記過或提報退

學處分。 

註：凡是接受懲戒者，除繳交書面報告外，並由實習指導老師通知學生家長密切配合，同時呈報護理科備查。 

四、實習期間請假辦法 

第一條：本校學生在實習期間，非有正當理由，不得請假。因故不能上班者，均依照本辦法規定辦理，

未經准假而擅自未上班者，概以曠班論處。 

第二條：凡實習期間請假者，需於規定期間內向實習老師辦理請假手續。 

第三條：病假：（一天扣五分/八小時/0.625分/一小時） 

(一) 實習學生因病不能上班者，需於上班前打電話報告實習老師及實習單位，返院上班日檢附公立醫

院或私立醫院(所)之就醫證明或診斷書，向實習老師請假(若遇假日，不及取得醫師證明，於三日

內補送)。 

(二) 住校學生因病請假，在上班前設法直接報告實習老師或實習單位，並知會實習組。 

(三)學生上班時突然患急症者，應先報告老師或實習單位負責人，經許可後，始可離開工作單位，並於

事後補辦請假手續，及安排補足實習時數。 

(四) 病假須照請假時數補實習，請假一天補一天，若遇急症須住院或緊急開刀治療，而請假實習未超

過該科實習時數四分之一者，依實習期間請假辦法辦理，若請假時數超過該科實習時數四分之一

者，需重修。 

第四條：事假：（一天扣二十分/八小時/2.5分/一小時） 

(一) 非具特殊之理由，不得准予事假。 

(二) 實習學生凡因事不能上班時，應提前一天持證明資料向實習老師請假。 

(三) 事假須照請假時數，雙倍補實習，即請假一天補兩天。 

第五條：公假： 

(一) 學校派遣勤務或代表學校參加比賽、國家考試、司法機關應訊期間，學生因公不能實習者，會同

護理科同意後，可請公假。 

(二) 需持有關公假證明文件，按學生請假手續，依序於三日前送實習單位，依請假手續辦理。 

(三) 公假得以免扣操行分數，學生公假不得超過三天，三天內不需補實習，超過三天以上，須照請假

時數補實習，請假一天補一天。 

第六條：婚假： 

(一) 學生結婚得請婚假。 

(二) 應事先申請，需家長(監護人)簽章之函件及請帖證明。 

(三) 假期以三天為限，得以免扣操行分數方式辦理請假，婚假需補實習，須照請假時數補實習，請一

天補一天。 

第七條：產假： 

(一) 法定婚姻之女性學生分娩時得請產假。 

(二) 檢附「診斷證明」。 

(三) 假期以四週為限，得以免扣操性分數，產假需補實習，須照請假時數補實習，請假一天補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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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喪假： 

(一) 需訃聞證明。 

(二) 直系親屬，喪假以一至七天為限，超過者，以事假論。 

(三) 二等親屬，喪假以一至三天為限，超過者，以事假論。 

第九條：曠班： 

(一) 凡未按上述辦法請假手續者，概以曠班論。 

(二) 曠班者，依曠班時數三倍補實習，且曠班一小時，扣實習總分一分，曠班達一天者，記大過一次，

以此類推。 

(三 )曠班達二十四小時者，予停實習。 

第十條：補實習時數者，需在請假之原單位補足實習。 

第十一條：重修規定 

(一) 專業學科與相關實習課程未安排同時實施者，須修畢專業學科，始准予參加實習。 

(二) 學生實習期間請假超過該梯次總實習時數之四分之一者。 

(三) 學生因故未能參加該梯次的實習。 

五、實習相關事項之申請辦法 

第一條：申請更換實習梯次或單位辦法 

(一) 學生因突遭意外、家中急事、或其他正當理由，無法於指定的期間內實習時，可以再該次實習一

個月前，向開課老師提出更換實習梯次或單位申請，經導師、實習組長及主任同意後，安排至其他

梯次實習。 

第二條：申請延後實習辦法 

(一) 學生因身心方面不適應，或其他足以影響實習的因素而無法如期實習時，可在該實習一個月前、

或實習的第一週內，向實習組提出延後實習申請，經實習組長及主任同意後，安排至其他梯次實習。 

註：行為偏差者，經導師或開課教師提報實習組，經護理科科務會議決議並協助學生至精神科看診，由精神科醫

師開立診斷證明判定是否需延後實習。 

六、實習期間住宿生活規則 

第一條：需住宿之實習學生，得依學校規定時間，提出住宿申請。 

第二條：住宿期間，一律遵守學務處規定事宜。 

第三條：請於規定時間內，向總務處繳交住宿費用。 

七：附則 

第一條：學生行為之獎懲，除依照本規定評外，餘得視動機與目的、態度與手段、行為之影響等情形酌

於獎懲。 

第二條：實習學生特別獎懲得召開護理科實委會會議及科務會議決議。 

第三條：學生實習因違反重大校規或護理倫理而超出本辦法規定者，得召開護理科實委會會議及科務會

議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