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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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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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及操性及格且身心健康者，

應符合各合約醫院之實習生體檢規定，並配合完成疫苗注射後繳交相關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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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襪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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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褲裝(2)裙裝 

 

(1)褲裝 (2)裙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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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穿著實習制服應注意事項： 

1.務求衣服整潔而悅目 

2.穿著純白色襪子及護士鞋。襪子長度須至腳踝上。 

3.天冷時，可加穿水藍色毛衣 (學校統一型式) ，實習服內僅可穿白色內搭衣物禦寒，不得有其他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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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長已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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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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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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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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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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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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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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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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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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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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情況一天扣其實習總分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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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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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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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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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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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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身體狀況，經許可後，始可離

開工作單位，若離開工作單位超過一小時，則以病假論，並於事後補辦請假手續，及安排補足實習

時數。若無法補時數者，則一天扣總分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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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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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法補時數者，則請一天扣總分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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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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法補時數者，則一天扣總分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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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因懷孕者，分娩可請產前假，最多 8日得分次申請。 

(二) 分娩後則可請產假 8週(含假日，以下同)，滿 5個月以上流產者比照之，3個月以上未滿 5個月流

產者得請 4週，未滿 3個月者得請 3週。 

(三) 產假需檢附「出生證明」；流產則以醫院正式醫療證明文件為之。 

(四) 產前假、產假及流產假若發生於實習當梯次內則扣實習時數，不扣分數。但該梯次之實習總時數

須符合考選部之最低標準，若低於標準則該科目必須須重修。補時數方式比照病假，請假一天補一天。 

第八條：喪假： 

(一) 需檢附訃聞證明。 

(二) 一等親，如父母、配偶或子女等，喪假以一至七天為限，不須補時數，得分次申請。超過者，以

事假論。 

(三) 二等親(含以上)，如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喪假以一至三天為限，不須補時數，得分次申請。超

過者，以事假論。 

(四) 喪假於事實發生後可於百日內分次請假，但合計日數不得超過規定日數。 

註：上述假別中若需補實習之學生，必須配合老師或單位護理長評估能力及合適度，若不適合者則採扣

分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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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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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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會同學務處處理之。 

第二條：特別獎懲由護理科請校長核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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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召開護理科會議，將決議報請訓

委會及校長議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