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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中興院區 9A病房 

一 、實習單位介紹 

‧ 病房特性：胸腔內科 

‧ 地理位置：臺北市鄭州路 145號 

‧ 病房電話：(02)25523234 轉 5597 

‧ 單位護理長：賴郁菁 護理長 

‧ 臨床實習指導教師:黃智榆老師 

‧ 交通資訊:請參考 http://www.tpech.gov.tw/MP_109141.html 

 

二、實習單位注意事項 

‧ 實習首日集合須知：請於 07:45 在中興醫院「一樓大廳」集合 

‧ 實習期間：每日上班時間 08:00~16:00，請提早到病房，以瞭解個案狀況。每日於上班前用完

早餐再至病房勿遲到早退，每日下班前將所有表單讓指導老師檢查完畢才可離開，違反者需扣

除實習成績並補班。 

‧ 服裝儀容：藍寶寶+白圍裙+白色護士鞋+白短襪 or透明彈性襪(圍裙及護士鞋須放醫院，勿穿

回家)；及肩長髮須盤起(髮網、髮圈請以單一深色為主)、過長劉海須夾整齊；3.指甲須剪短、

勿擦有色指甲油、勿戴裝飾品(如手環、戒指)、耳環以一對為限(勿戴過大或垂墜式耳環) 

‧ 攜帶用物：實習手冊、實習計畫、2 吋照片兩張、水杯、有秒針的手錶、筆記本、紅藍黑原子

筆、短尺、聽診器(若無則不用帶)。 

‧ 實習期間勿隨意請假，若無法準時到達實習或欲請假，請先與老師電話連絡，或撥實習單位電

話找老師。事後並依據實習規則辦理請假手續及補班。嚴禁私下請同學轉達或以傳簡訊方式，

違者以曠班論。 

‧ 請保護自身健康，隨時戴口罩，接觸病人前後洗手，若上班時間感到身體極度不適可先報告老

師。 

‧ 保持禮儀及端莊態度，見到醫生、學姐要問好，下班前要向護理長、學姐道謝後再離開，隨時

表現出專業又有涵養。 

‧ 執行技術須在老師或學姐的 cover下執行，未通過老師評核或許可，不可獨自執行技術，尤其

不可將病人當為練技術的對象，違者即予停實習。 

‧ 主動幫忙分擔簡單不具侵入性的業務，如接聽電話、護士呼叫鈴、Check V/S 及協助更衣等。 

‧ 不可將病歷或印有病人資料的文件攜出護理站，亦不可私自 copy、拍照病歷或護理記錄。 

‧ 不可私底下給予病患自己的電話號碼或其他個人任何資料，禁止與病患私自外出及金錢上之

借貸，凡違規者一律嚴厲處分！舉止要莊重，以保護自己避免遭受不必要之騷擾。 

‧ 上班時嚴禁攜帶手機在身上，且不可在吃飯或任何上班時間打電話，若有緊急事件需連繫家人

可向老師報告。 

‧ 實習作業：由組長 8:00以前收齊交給老師，作業遲交一天扣 10分。實習心得請依實習目標進

度書寫（至少 A4紙 2/3頁）。請同學繳交實習作業前，仔細檢查作業有無錯別字。老師批閱

後的作業要修改，下次一併交。作業請用電腦打字，12號標楷字體，單行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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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職責： 

（1） 組長：1.聯絡訊息。2.於討論會時間集合同學。3.負責收發作業。 

4.製作護生名牌卡(放於診斷牌後，方便醫護同仁了解護生照顧之病床床號) 

護生名牌卡製作範例如左圖(請用西卡紙或其他硬紙製作成 9*2cm大小，並統一

規格與樣式，請用電腦製作，卡片內容請打上每位同學的姓名，如：SN XXX)： 

 

（2） 副組長：1.排定值日生。3.講義等資料影印。3.每日整理同學照顧之個案床號，

個案資料卡如下： 

同學 床號 病人姓

名(生日) 

診斷 過去病史 管路(有效期限) 常規護理

活動 

主治

醫師 

林小美 90201 王小明 

(50.1.1) 

CVA DM、H/T Foley(7/2-8/1) 

Foley bag(7/2-7/16) 

I/O、F/S 陳大

華 

…
 

…
 

…
 

…
 

…
 

…
 

…
 

…
 

（3） 值日生：1.當日討論會之主席。2.負責治療室、更衣室、會議室、更衣室之整潔。 

 

三、 照護病患應注意事項 

‧ 7:30-8:00需先核對醫囑，看前一天的護理記錄，至病人單位觀察病人，看白板病人動態。 

‧ 08:30～08:45開始 Pre-conference：內容包括個案之診斷、護理診斷、管路及傷口、檢查、

治療等相關學理，護理重點，請每位同學寫好護理重點卡，護理重點卡如下。 

病人姓名(床號)： 主治醫師： 

出生年月日： 入院日期： 

診斷： 過去病史： 

待做之檢查與驗： 大夜班生命徵象： 

常規護理活動： 管路： 

簡述護理重點與目標(包含護理衛教與措施)： 

 

‧ 晨間護理包括：病人漱洗、更換被單衣服、床旁桌及地板之整潔 

‧ 10:00以前請在病人單位做照護工作或跟著老師及學姊學習，10:00以後才可回護理站寫記

錄、查資料，未經老師許可嚴禁在上班時間寫作業，常規護理及給藥時間不可過早或慢。 

‧ 中餐時間有 30分鐘，請於 11:30-12:30分批吃，並交班給同學及學姐。 

‧ 病患病情有任何變化或抱怨、執行任何處置前，均須先向老師及該組負責學姐報告，勿做不確

定之事及回答不確定的問題。 

‧ 注意病人的安全，若病人在床上須隨時將兩側床欄拉起，切勿發生跌倒事件 

‧ 備藥前需寫好藥卡，包括藥物作用機轉、副作用、注意事項，並瞭解個案用藥原因及相關檢驗

報告。依給藥治療記錄單三讀五對，先與老師核對再與學姊核對。給藥要做病人辨識(兩種以

上)，告知藥物作用及注意事項，親視病人服下才離開不可置於桌上。不接受口頭醫囑，執行

所有給藥及治療均需與老師及學姐核對後才能執行，有特殊狀況隨時告知老師。 

‧ 評估病人之點滴功能：【滴速正確、點滴種類正確、注射部位無紅腫、無滲漏、無鬆脫、肢體

血循良好、大小對稱 (數種紅肉鬆-血循大小)】，若有異常無法處理須儘快請求協助。 

 



內外二實習  黃智榆老師編製  第四版 

3 

 

‧ 【點滴滴速計算】 

普通 set：1cc=15gtt  / 精密 bag：1cc=60gtt  / 輸血 set：1cc=12gtt  

公式 滴速=劑量 / 時間 

‧ 【點滴加藥滴速計算】 

‧ 【針劑類藥物劑量計算】 

公式  原藥物劑量 / 原藥物 cc 數 = 欲抽之劑量 / 欲抽之 cc 數  

‧ 護理記錄：TPR 畫完先與同學互相檢查再給老師看，畫錯需重畫，並視情況扣實習分數。寫

記錄先以鉛筆打草稿，經老師及學姊指導後，再以黑色原子筆謄寫，寫錯不可塗改，用黑筆槓

掉簽名。上午 10:00前寫主客觀資料與護理措施項目，下午 15:00寫護理評值。 

 

四、護生工作時間流程表 

時間 內容 

07:45～08:00 查看自己的個案病歷(醫囑、護理記錄、檢查報告、藥單等等) 

08:00～08:30 大交班/聽交班，round病房(關心 Care個案狀況) 

各組交班/了解個案狀況 

08:30～08:45 與老師說明今日護理重點，並報告給學姊 

08:45～09:00 備九點的口服藥物與針劑，給老師與學姐核對 

09:00～10:30 對藥、發藥，備點滴、測量生命徵象、個案評估並收集資料、

NG feeding /NG care/氣切護理/傷口護理，依個案需求給予護

理指導及技術 

10:30～11:00 11:30 飯前口服藥物與針劑、血糖測量，給老師與學姐核對 

11:00～11:30 1.書寫護理記錄，給老師及學姊修改 

2.記錄請於下午一點前完成 

11:30～12:30 午餐時間，分批吃飯，未吃飯者請觀察病人吃飯 

12:30～14:00 備 13:00 口服藥物與針劑，給老師與學姐核對 

關心病患，隨時注意病患狀況 

繼續未完成之護理記錄 

14:00～15:00 開討論會/讀書報告/技術討論/經驗分享 

15:00～15:40 執行下午治療 Record I&O、生命徵象、檢查並完成今日工作事

項，拿 chart、MAR單給老師 

15:40～16:00 口述交班重點給老師 

15:30～16:00 待學姊交班畢方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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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見技術 

生命徵象 輸血/備血 導尿管護理 CVP護理 

傷口引流管護理 IV pump 操作 導尿 晨間護理 

肌肉注射 靜脈注射 各種氧療法 灌腸 

靜脈點滴加藥 抽血 抽痰 ROM運動 

胰島素皮下注射 皮內注射(PCT) 出入院護理 氣切造口護理 

血糖測定法 口服給藥 鼻胃管護理 壓瘡傷口護理 

各類檢體收集 冷熱療法 鼻胃管灌食 腸造口護理 

胸腔物理治療 口腔護理 協助 on NG IV更換與加藥 

 

六、常見診斷 

科別 英文 中文 

消化內科 

(GI) 

Liver cirrhosis  肝硬化 

Hepatitis 肝炎 

Cholecystitis 膽囊炎 

Duodenal ulcer (DU) 十二指腸潰瘍 

Gastric ulcer (GU) 胃潰瘍 

Hepatic cell carcinoma (HCC) 肝細胞癌 

Hepatoma 肝癌 

Ileus 腸阻塞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UGI 

bleeding) 

上腸胃道出血 

Low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LGI 

bleeding) 

下腸胃道出血 

感染科 

(infection) 

 

UTI 泌尿道感染 

Cellulitis 蜂窩性組織炎 

Sepsis 敗血症 

胸腔內科 

(chest) 

Acute bronchitis 急性支氣管炎 

Pneumonia 肺炎 

Asthma 氣喘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Lung cancer 肺癌 

Pleural effusion 肋膜積水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ul.TB) 肺結核 

Respiratory failure 呼吸衰竭 

Short of breath(SOB) 呼吸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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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陳代謝科 

(Meta.) 

Diabetes Mellitus (DM) 糖尿病 

Hyperglycemic Hyperosmotic 

Nonketotic Coma (HHNK) 

高血糖、高滲透、非酮性昏迷 

Diabetic Ketoacidosis (DKA) 糖尿病性酮酸中毒 

Hypoglycemia 低血糖 

Hyperglycemia 高血糖 

Diabetic neuropathy 糖尿病性神經病變 

Diabetic nephropathy 糖尿病性腎臟病變 

Diabetic retinopathy 糖尿病性視網膜病變 

Hyperthyroidism 甲狀腺機能亢進 

Hypothyroidism 甲狀腺功能低下 

Hyperparathyroidism 副甲狀腺機能亢進 

 Hypoparathyroidism 副甲狀腺功能低下 

Hyperkalemia 高血鉀 

Hypokalemia 低血鉀 

Hyperlipidemia 高血脂 

腎臟泌尿科 

(Nephro, GU) 

 

Acute renal failure (ARF) 急性腎衰竭 

Chronic renal failure (CRF) 慢性腎衰竭 

APN 急性腎盂腎炎 

Benign prostate hypertrophy (BPH) 攝護腺肥大 

Uremia 尿毒症 

Nephrotic Syndrome 腎病症候群 

神經內科； 

神經外科 

(Neuro.；NS) 

Cerebral Vascular Accident( CVA)；

stroke 

腦血管意外；中風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TIA) 暫時缺血性發作  

Cerebral Embolism 腦栓塞  

Cerebral Thrombosis 腦血栓  

Cerebral Infarction(CI) 腦梗塞  

Middle Cerebral Artery 

Infarction(MCA Infarction) 

中大腦動脈梗塞  

Intracranial Hemorrhage(ICH) 顱內出血  

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 蜘蛛膜下腔出血  

Subdural Hemorrhage(SDH) 硬腦膜下出血  

Thalamic Hemorrhage 丘腦出血  

Putaminal Hemorrhage 殼核出血  

Pontine Hemorrhage 橋腦出血  

Epilepsy；Seizure 癲癇；抽搐  

Vertigo 眩暈  

Parkinsonism 帕金森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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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ingitis 腦膜炎 

Brain Tumor 腦瘤  

Brain Concussion 腦震盪  

Brain Contusion 腦挫傷  

Increased Intracranial Pressure(I I CP) 顱內壓上升 

血液科(Hema.) Anemia 貧血 

心臟內科 

(CV) 

Hypertension (HTN) 高血壓 

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D) 冠狀動脈疾病 

Congstive heart failure(CHF) 充血性心衰竭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急性心肌梗塞 

Deep vein thrombosis(DVT) 深部靜脈栓塞 

 

七、常見檢查 

血液 CBC/DC、生化 

尿液 U/A、U/C、24hr CCR 

糞便 S/A、S/C 

痰液 Sputum/culture 

其他 Wound culture、CXR、KUB、CT、MRI 

**請同學善加利用檢驗參考值講義，並熟記常見檢驗值 

 

八、病房常規 

 治療 測血糖 給藥 

QD 9 QD/AC 6:30 QD 9 

BID 9、15 BID/AC 6:30、16:30 BID 9、17 

TID 9、15、17 AC/PC 

QD 

6:30、10:30 BID/AC 6:30、16:30 

QID 6、9、15、21 TID/AC 6:30、11:30、

16:30 

TID 9、13、17 

I/O 7-15、15-23、23-7 QID/AC 6:30、11:30、

16:30、21:00 

TID/AC 7、11、16 

    QID 9、13、17、21 

    Q6H 6、12、18、24 

    Q8H 1、9、17 

    Q12H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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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常見藥物 

藥        名 作   用 副  作  用 其  他 

Absint 鎮靜安眠 BP↓尿滯留妄想 

注射太快呼吸停

止 

禁：飲酒 重症肌無力 

Actrapid HM 降血糖〈胰島素〉 血糖過低  

Adalat 〈5or10mg/cap〉 降血壓〈鈣離子阻斷劑〉 BP↓，心悸 20or30mg/tab 

Adalat-retard 降血壓〈鈣離子阻斷劑〉 BP↓，心悸  

Afuco 抗炎鎮咳鬆弛支氣管平滑肌 胃不適 失眠  

Akineton  2mg 抗巴金森症 IV→BP↓ 對運動不能和僵直最有效 

Albumin ↑血管中滲透壓 BP↓過敏 HR↑ 

注射太快→過度

負荷 

及肺水 

 

Aldactone 利尿劑 留鉀排鈉 低鉀飲食 

Aldoment 刺激@接受體↓Renin 活性   

Aleviatin  〈Dilantin〉 抗癲癇 血糖↓ 運動不能 禁牛奶鎂鋁劑藥物同服 

Alinamin-F Vitamin  B12〈補血助神經修復〉   

Allergen 抗組織胺  抗過敏 BP↓，心悸  

Allopurinol  100mg/tab ↓尿酸生成 抗痛風 腹瀉 過敏  

Alon 解熱鎮痛劑  抗凝血   

Alonix-s 〈Adalat〉 降血壓〈鈣離子阻斷劑〉 BP↓，心悸  

Alupent 支氣管擴張劑〈Beta 腎上腺素受 

體活化〉 

心悸 禁：心律不整嚴重 H/T  

冠狀動脈疾病者用 

Amaryl 降血糖〈利用基因工程↑胰島素 

分泌↑周邊組織對胰島素敏感度〉 

血糖↓腸胃不適 長期服用血 糖不易起伏 

Amikin 胺基配醣體抗生素〈抑蛋白質合

成〉 

聽、腎毒性  

Amikacin 胺基配醣體類抗生素 聽、腎毒性  

Aminophlline  100mg/tab 

〈Xanthine〉 

支氣管擴張劑  微利尿〈抑

phosphodiesterase 活性防 Cyclic 

AMP 被破壞分解〉 

下痢心悸 BP↓腎毒 

性 CNS 興奮 HR↑ 

 

Amiyu 胺基酸補充劑  IV：200ml 滴 1~1.5 小時 

Ampicilline 青黴素類抗生素〈破壞細胞壁〉 過敏 腸胃不適  

Amoxicillin〈Amocillin〉 青黴素類抗生素〈破壞細胞壁〉 過敏 腸胃不適  

Apresoline  100mg/tab 降血壓〈鬆弛血管平滑肌〉 HR↑頭痛臉紅  

Artane 抗膽鹼激性 平滑肌鬆弛劑 

抗巴金森症 

 對僵直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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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mox 消化劑〈↑腸神經叢之 ACH 分泌〉 腸絞痛  

Ascotyl 解熱鎮痛劑 抗凝血  G6PD 禁用 

Askacef 頭孢子類抗生素〈破壞細胞壁〉 腎臟、肝臟毒性  

Aspirin  解熱鎮痛劑  抗凝血 BP 微下降  

Astomin 抗阻織胺阻斷劑 

治過敏及鼻炎 

BP↓，心悸 

過量→死亡 

12 週才能完全排出體外 

Asverin 鎮咳去痰劑 失眠食欲不振過

敏 

 

Ativen  0.5mg/tab 抗焦慮 安眠 嗜睡不安 12 歲↓不用 

Atrovent 支氣管擴張劑〈副交感神經抑制〉 心悸頭痛腹不適 蒸汽吸入劑 

Augmentin  375mg/tab 青黴素類抗生素〈破壞細胞壁〉 過敏 腹瀉 肝毒

性 

 

Aurorix  150mg/tab 抗憂鬱  不影響 pt 的警覺性及反應力 

Bafen 骨骼肌鬆弛劑 腎毒性 幻覺  想

睡 

 

Baktar 磺氨類抗生素〈破壞細胞壁〉 過敏口舌炎貧血  

Baccidal 抗生素〈抑細菌 DNA 複製〉 腎功能不佳者需

注意 

 

Berotec 支氣管擴張劑〈1.Beta-2 擬交感

神經↑  2.↑形成 cAMP  3.↑黏膜

纖毛廓清作用〉 

手指震顫心悸頭

痛 

 

Betal oc 降血壓〈Beta 受體拮抗劑〉 HR↓心悸呼吸急促  

Bisolvon 化痰劑 初期咳嗽加劇  

Bensau 鎮咳劑   

Bokey 1 解熱鎮痛劑〈.阻斷前列腺素合

成〉 2. 抗凝血〈↓血小板凝集〉 

Bp 微下降  

Buscopan 止吐止瀉↓腹痛〈抗膽鹼激素→↓

腸胃活動〉 

對眼睛唾腺或心

臟 

副作用 

 

Calmday 抗焦慮〈BDZ 類鎮定劑〉   

Capoten   Captrol 

Captopri  Captopril 

降血壓〈血管加壓素轉化梅 

抑制劑〉 

乾咳口乾  

Castor oil 瀉劑〈篦麻油〉 嘔吐下痢  

Cedocard〈同 Isordil〉 降血壓   

Cefadol 頭孢子類抗生素 腎臟、肝臟毒性  

Ceretal  Cental  Trental 腦代謝改善劑〈抑血小板凝集〉 胃不適胸悶  

Cekodin  Cefadin 

Cefamezin  Cefazolin 

Cefadnoxil 

頭孢子類抗生素〈破壞細胞壁〉 腎臟、肝臟毒性 適用於葡萄球菌，肺炎雙球

菌，腦膜炎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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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hadol 止暈止吐〈↓前庭興奮 抑 CNS 

活性〉 

思睡消化不良口

乾 

 

Chisou 去痰劑   

Cipram 抗憂鬱劑〈抑 Serotonin 吸收〉 出汗唾液↑  

Circulon 促腦循環劑〈抗血小板凝集 

↑末梢血流量〉銀杏葉萃取物 

  

Clexane 抗血栓〈抑血小板凝集〉  肝毒性 出血 皮下注射 

Colistrin 抗生素〈破壞細胞膜〉 呼吸停止 SOB  

Colchicine 抗痛風發炎〈↓WBC 慘產生尿酸 噁心嘔吐腹瀉腹

痛 

 

Coracten〈同 Adalat〉 抗狹心症 腸胃不適  BP 下

降 

 

Coroherser 同 Herbesser   

Corosan-75 預防血栓〈抗血小板凝集〉   

Costi 消化利膽劑 加速胃排空   

Coumadin 抗凝血劑 出血肝炎皮膚炎 維他命 E 及 K 不能大量攝取 

Curam 青黴素類抗生素 過敏 腸胃不適  

Dail 降血糖〈↑胰島素分泌〉 皮膚騷癢紅斑腸

胃不適 

 

Danzen 化痰 消腫 纖維塊溶解   

Daonil〈同 Euglucon〉 降血糖   

Deanxit 抗精神病↓妄想幻覺 思緒不寧  無鎮靜安眠 

Depermide 降血壓利尿〈1.抑 PGI-2→擴張血

管 2. 抗凝集或 3.鈣離子阻斷〉 

  

Dextrose 人工糖   

Diaformin 
降血糖〈↓腸道吸收↓肝醣分解 

↑細胞利用〉 

  

Diflucan 抗生素〈抗黴菌〉   

Digel 制酸抗發脹  咀嚼更佳 

Digoxin 

強心配醣體〈1.抑 ATPase→抑鈉

鉀幫浦〉2.促鈣入心肌細胞→↑心 

肌收縮↑心輸出量〉 

GI 及 CNS 毒性 

心律不整 HR↓ 

利尿 

HR<60 停藥 

Dilantin 抗癲癇 血糖↓ 運動不能 禁牛奶鎂鋁劑藥物同服 

Dilatrend 

降血壓〈1.Beta-Blocke→r 血管擴 

張 2.抗氧化 3.↑血酯代謝

→↑HDL-C↓LDL-C↓TG〉 

 

姿位性低血壓 

 

 

Diltelan〈同 Herbesser〉 

Diltisser 

降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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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zem 

Diovan 
降血壓〈血管收縮素-2 之受體 

AT1 拮抗劑〉 

URI  

DMP 消化劑〈促胃排空〉   

Dogmatyl 鎮靜安眠   

Doxaben 降血壓   

Dulcolax 輕瀉劑   

Duphalac 輕瀉劑   

Duracef 頭孢子類抗生素 腎臟、肝臟毒性  

Erispan 鎮靜安眠 步行失調頭重腳

輕 

 

Essentiale 維生素 B 群   

Ethytase 消化劑和胰臟性消化劑   

Eubrain 促腦代謝循環劑〈通過 BBB↑腦

血流↑腦傳導功能〉 

  

Euclidan 末稍血管擴張劑 倦怠頭痛眩暈臉

潮紅 

 

Euglucon 磺基尿素類降血糖藥 

〈↑胰島素分泌〉 

  

Eurodin 鎮靜安眠 步行失調頭重腳

輕 

 

Felop 降血壓 血管擴張   

Flexin 骨骼肌鬆弛劑   

Flucil 化痰劑   

Fluimucil 化痰劑   

Fluitran 利尿劑降血壓〈排鈉鉀氯氫離子〉 鈣離子↑血糖↑  

Fortum 頭孢子類抗生素 肝 腎 血液 毒性  

Garamycin 胺基配醣體類抗生素 聽、腎毒性  

Gascon 消脹氣   

Gasgel 制酸劑   

Gelusil 制酸劑   

Gaster 
促胃潰瘍癒合劑〈組織胺 H2 接

受體拮抗劑→↓胃酸分泌〉 

肝毒性便秘下痢

口渴噁心嘔吐 

 

Genrin 抗生素  泌尿道感染用 

Gentamycin 胺基配醣體類抗生素 聽、腎毒性  

Genopril 降血壓   

Glidiab 

Glutrol 

降血糖〈↑胰島素分泌之磺基尿 

素類藥物〉 

  

Glucophage 降血糖〈↓腸道吸收↓肝醣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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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利用〉 

Halcin 安眠劑   

Haldol  0.5mg/tab 抗焦慮 安眠 EPS 症狀 憂鬱  

Helpa 抗腫瘤藥物〈5-UF 衍生物〉   

Heparin 抗凝血劑 出血過敏腎臟毒

性 

注射部位刺激 

Herbesser 降血壓〈鈣離子阻斷→血管擴 

張→↑心血流↓BP〉 

HR↓肝毒性過敏 肺瘀血孕婦 2 或 3 度 AV 傳

導 

阻斷 AMI 病患禁用 

Hytrin @交感神經阻斷劑→↓BP  

↓血酯 BPH 改善 

 睡前使用 

Imodium  2mg/cap 止瀉劑 便秘嘔吐  

Imovane 鎮靜安眠   

Inderal  10 或 40mg/tab 腎上腺阻斷劑  擴張血管 HR BP 下降  

Ipradol B2 受體興奮劑→支氣管擴張 震顫心悸出汗不

安 

 

Is-5 mono  20or40mg/tab 冠狀血管擴張劑，降血壓 姿位性低血壓

HR↑臉潮紅頭份眩

暈 

 

Ismo-20 冠狀血管擴張劑，降血壓 同上  

Isodil 冠狀血管擴張劑，降血壓 同上  

Isoptin  40 mg/tab 120mg/cap 降血壓 治 PSVT〈抑鈣入心〉   

Kalimate 降鉀離子〈以鈣在腸道交換〉 便秘  

KBT 止瀉劑   

KCL 補充鉀及氯離子 鉀過量心律不整  

Keflex 頭孢子類抗生素 腎臟、肝臟毒性  

Kentamin 輔 Vitamin B12→抗貧血   

Kerlone 降血壓〈Beta-腎上腺素阻斷劑↓

游離 

酯肪酸不干擾醣類代謝〉 

 勿與 MAO 抑制劑 

或Verapamil併用HR＜50禁

用 

Ketoprofen 〈同 Aspirin〉 解熱鎮痛劑  抗凝血   

Lanitop〈同 Digoxin〉 強心配醣體↑心輸出量心肌收縮   

Lasix 利尿劑排鈉鉀氯氫離子 電解質過低 姿位性低血壓 

Lemobex 綜合維他命   

Lexotan 抗焦慮   

Levophed 血管收縮〈↑@腎上腺素受體〉 

↑心肌收縮〈↑Beta-腎上腺素〉 

HR↓ 血糖↑ 

外滲後組織壞死 

 

Lipitor 降高血酯 頭痛  

Lisacef〈同 Askacef〉 頭孢子類抗生素 腎臟、肝臟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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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odin 抑血小板凝集  抗血栓 肝毒性 出血  

Lomidine 抗過敏消鼻炎〈組織胺 H1 受體 

拮抗〉 

  

Magacid 制酸劑 輕瀉 下痢過敏  

Mannitol 排水 ↓腦壓 口渴電解質不平

恆 

 

Medicon  15mg/tab 鎮咳   

Medicon-A 鎮咳化痰   

Medopa 降血壓〈↑@血管受體→血管擴張

HR↓〉 

肝毒性尿色變暗

鎮靜 水鈉滯留 

 

Mefoxin 頭孢子類抗生素 腎臟、肝臟毒性  

Melleril 抗憂鬱症短期用藥 肝毒性褐視夜視↓ 

視力↓ 

視覺改變時應停藥或減藥 

Meptin  25ug/tab 支氣管擴張劑   

Mesyrel 抗憂鬱症 思睡口乾  

Methylcoba Vitamin B12   

Mevalotin 降高血酯 肝毒性 腹瀉  

Mexitil 抗心律不整 血壓降 運動失調 

腸胃不適 

 

MgO  0.3mg/tab 制酸 輕瀉劑 鎂中毒  

Mitrolan  500mg/tab 止瀉劑   

Mixtard 降血糖〈胰島素〉 血糖過低  

Mobic 解熱鎮痛劑〈.阻斷前列腺素合成 腸胃不適 

紅白血球減少 

 

Monotard HM 降血糖〈基因組合製成胰島素〉 血糖過低  

Mucaine 制酸抗發脹   

Mucosolven 怯痰劑   

Muscalm-s 骨骼肌鬆弛劑   

Mykrox  0.5mg/tab 利尿劑 降血壓 排鈉氯鉀氫 腹瀉便秘黃膽  

Nacid 制酸劑 抗胃蛋白梅   

Naposin .阻斷前列腺素合成→解熱鎮痛   

Neomycin 胺基配醣體類抗生素 聽、腎毒性  

Nicarpine 降血壓〈抑鈣入血管平滑肌〉   

Niferex 抗缺鐵性貧血   

Nirena 

〈同 Adalat   Coracten〉 

降血壓〈鈣離子阻斷冠狀血管擴 

張劑〉 

  

Nakamid 利尿降血壓〈1.↑PGE2↓PGI2→ 

血管擴張 2↑ bradykinin 作用 

.鈉氯鉀氫排出過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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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rena〈同 Adalat〉 降血壓   

Nootropil〈同 Eubrain〉 

Normabrain 

促腦代謝循環劑   

Norcol 鎮咳化痰劑   

Norvasc 降血壓 鈣離子阻斷劑   

Novamin 止吐劑 BP 下降  

NTG〈即 Nitroglycerin〉 血管擴張抗心絞痛 姿位性低血壓  

Oradexon 類固醇〈↓免疫力 抗過敏 消腫   

Oxacillin 青黴素類抗生素 過敏 腸胃不適  

Panaldine 抑凝血 肝毒性噁心下痢

貧血 

出血 

Pentrexyl 青黴素類抗生素   

Persantin 降血壓〈血管擴張劑〉 眩暈頭痛腸胃不

適 

AMI 禁用 

Pitressin 抗尿崩〈1.↑腎小管透過率→再吸 

收↑  2.↑血管收縮〉 

心絞痛 腸胃不適 

支氣管收縮 

 

Phosunk 降磷酸鹽劑〈↑腎排泄〉   

Phyllocontin 支氣管擴張劑 心悸 頭痛  

Prednisolone 類固醇〈↓免疫力 抗過敏  

消腫〉 

感染；出血傾向； 

水鈉滯留血壓高

水腫；血糖高；骨

折；庫欣氏症候

群…. 

 

Premarin 凝血劑   

Prepulsid 促腸胃運動 腸絞痛  

Primalan 抗阻織胺   

Primperan 消化劑止吐 肌僵直 震顫 癲癇病人禁用 

Progor 同 Herbesser  長期使用血壓 

不易起伏 

Proheparum 肝病治療劑   

Prostaphlin 青黴素類抗生素 過敏 腸胃不適  

Prozac 抗憂鬱   

Purfen  解熱鎮痛劑   

Ranidine〈同 Zantac〉 促胃潰瘍癒合劑〈抑胃酸分泌〉    

Recef-A 頭孢子類抗生素 腎臟、肝臟毒性  

Refexin 頭孢子類抗生素 腎臟、肝臟毒性  

Relac 抗焦慮 頭昏噁心  

Relifex NSAIDS 解熱鎮痛抗炎劑 抗凝

血 

腹瀉腹痛肝毒性

消化性潰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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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itec 降血壓〈血管加壓素轉化梅抑制

劑〉 

呼吸短促利害  

Rentudil 抗炎劑促關節恢復活動 胃腸潰瘍視覺模

糊 

 

Retarpen 青黴素類抗生素〈只能 IM〉 要打大塊肌深部 IM 不能揉 

RIF〈即 Rifampicin〉 抗肺結核〈抑核酸合成〉   

Riopan 制酸劑抗發脹   

Rivotril 抗驚厥劑〈癲癇連續發作 肌強 

直和運動不能〉 

思睡行動障礙肝

毒性 

肝病狹角性青光眼禁用 

Scamin 促腦循環改善腦代謝   

Sectral Beta 腎上腺素受體阻斷劑   

降血壓 

  

Seglor 治低血壓〈抗腎上腺素〉  適姿位性低血壓 

Seremin 控制癲癇再發 抗焦慮劑   

Serenal 抗焦慮   

Shan Yen 長效形磺胺類抗生素 肝臟毒性過敏  

Shinzyme 支氣管擴張劑 心悸頭痛失眠  

Silimin 肝病治療劑〈穩定肝細胞膜↓肝膽

酯質變化↑肝膽分泌↑毒素排除 

  

Sintabex 鎮咳   

Sintec〈同 Renitec〉 降血壓   

Slow-K 鉀離子補充劑 鉀過高  

Smarten 降血壓〈長效血管轉化梅- 

抑制劑〉對臥立姿均有效 

  

Solaxin 骨骼肌鬆弛劑 組織胺釋出皮膚

紅 

 

Solu-medrol 類固醇〈↓免疫力 抗過敏  

消腫〉 

感染；出血傾向； 

水鈉滯留血壓高

水腫；血糖高；骨

折；庫欣氏症候群 

 

Solu-cortef 同上 同上  

Spagasgel 解胃巒縮及制酸   

Stacaine 制酸   

Strocain 制酸止痛   

Stilnox 安眠藥  禁 15 歲↓、懷孕 

婦哺乳婦用 

Sucral 形成保護膜保護胃壁   

Syscor 降血壓〈 鈣離子阻斷劑〉 腸胃不適心悸頭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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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ulen 抗組織胺抗過敏消炎促上皮形成 

肉芽新生 

  

Tagament H2 接受體阻斷劑  抑胃酸分泌   

Takepron ↓胃酸分泌治腸胃潰瘍   

Tarweing 抑腸胃過度活動↓多汗↓唾液   

Tegretol 
抗驚厥〈另：抗膽鹼激性抗抑鬱 

及肌肉鬆弛〉 
  

Tenormin  50or100mg 降血壓〈Bata-1 受體拮抗劑〉 心跳↓心輸出量↓  

Theolan〈同 Xanthium〉 支氣管擴張劑   

Tienam 泌尿道抗感染劑   

Tinten 解熱鎮痛   

Tofranil 抗憂鬱劑   

Topsin 胺基配醣體類抗生素 聽、腎毒性 藥膏 

Trancolon 止瀉劑   

Trandate 降血壓   

Transamin 止血劑 噁心 心悸  

Tridil〈同 NTG〉 血管擴張抗心絞痛   

Trental 促腦循環劑〈抗血小板凝集 

↑末梢血流量〉 

  

Trilisate 解熱鎮痛〈長效 12 小時〉   

Tritace 降血壓〈血管加壓素轉化梅 

抑制劑〉 

 兒童孕婦哺乳者不宜 

Trizymal 〈同 Trizyme〉 消化劑   

Ucefa 頭孢子類抗生素 腎臟、肝臟毒性  

Ucefaxim 頭孢子類抗生素 腎臟、肝臟毒性  

Unasyn 青黴素類抗生素   

Urinorm 抗痛風〈阻斷尿酸形成、再吸收 

↑排泄↑腸胃道清除尿酸〉 

肝毒性噁心過敏  

Urecholine 促解尿劑 發汗氣喘下痢潮

紅 

巴金氏症病人禁 

Ustimon 冠狀血管擴張劑   

Ustomin〈同 Szulen〉 促進循環   

Valium 抗憂鬱劑鎮靜安眠藥   

Vancomycin 抗生素〈 抑細胞壁及膜〉 寒顫發燒噁心 抗葡萄球菌 

Vena 抗組織胺抗過敏   

Ventolin 支氣管擴張劑   

Verelan-SR 鈣離子阻斷劑↓心跳〈AV 竇不應

期時間延長〉 

  

Voltaren 解熱鎮痛抗風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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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pin 制酸消脹   

Xanthium 

〈Aminophlline〉 

支氣管擴張劑  微利尿 下痢心悸 BP↓腎毒 

性 CNS 興奮 

 

Xanax 靜安眠藥   

Xylocain  2% 局部麻醉劑  抗心率不整   

Yourgen 制酸劑   

Zantac 促胃潰瘍癒合劑〈組織胺 H2 接 

受體阻斷劑 → 抑胃酸分泌〉 

  

Zeffix 抗 B 肝病毒劑 抑鬱疲勞嘔吐下

痢 

URI 

 

Zestril 降血壓〈抑中樞神經的血管收縮〉 頭痛思睡  

Zimaron 治痛風劑〈↓尿酸形成↓再吸收 

↑排泄↑腸胃排出〉 

噁心肝毒性  

Zithromax 巨環類抗生素   

Zocor 降血酯   

Zlofto 抗憂鬱劑   

Zyloric〈同 Allopurinol〉 ↓尿酸生成 抗痛風   

Zyrtec 抗組織胺抗過敏   

 

**請製作藥卡，需有藥理機轉、適應症、副作用，並了解個案為何需使用此藥物? 

範例 

 

 

 

 

 

 

 

十、讀書報告題目 

◎疾病 ◎檢查與技術 

COPD護理 支氣管鏡檢查 胸腔穿刺放液術 

肺水腫護理 尿管、鼻胃管護理 痰液檢查準備及注意事項 

肺炎 抽痰護理 輸血護理 

肺栓塞護理 氣切管之照護 藥物三讀五對 

肺結核病人護理、防護 氧氣治療  

肺癌護理 胰島素注射  

氣喘護理 胸腔物理治療  

 

Slow-k 

藥理機轉：1.鉀是細胞內主要之陽離子，維持細胞內等張性所必需 2.具神經傳遞作用、心肌、

骨骼肌及平滑肌收縮 3.維持正常腎臟功能，且可保持酵素活性 

適應症：缺鉀狀態 

副作用：常見的-噁心、嘔吐、困倦、高血鉀；嚴重者-房纖維性顫動、心跳停止、呼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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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單位教學活動 

◎護理技術與檢查 ◎儀器示教 ◎護理標準作業流程 

BLS EKG監視器 出入院護理流程 

CPT及抽痰 亞培 Pump 出備服務準備 

CVP檢查與護理 呼吸器 7200 交班技巧介紹 

口服給藥 急救車 自殺預防注意事項與防範 

支氣管鏡檢查與護理 電擊器 氧療設備簡介 

協助病人上下輪椅  病人隱私 

氣切護理  異常事件 

病人床上洗頭  預防針扎 

病人健康問題  預防管路滑脫 

脊髓穿刺術檢查  管制藥物管理 

預防跌倒注意事項  藥用冰箱管理 

鼻胃管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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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實習進度 

      日期 

內容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第 

一 

週 

進度 

 護理長時間 

 挑選一位主個案 

 實習目標、進度 

 個案疾病學理 

 ◎10:00-12:00 感

控+知情同意 

 見習學姊護理 

 點滴滴速計算 

 護理記錄介紹 

 ◎晨會-自我介紹 

 ◎14:00-16:00 臨

床技能中心練習 

 臨床示教及護理

技術 

 練習給藥、口述

病歷 

 個案疾病之護理

重點 

 執行各項技術 

 練習給藥、護理

記錄草稿 

 交班技巧介紹 

 深入了解個案病

情及病歷 

 

作業 護生基本資料表 常見護理技術複習 藥卡、技術卡 【週心得 1】  

討論 分組、自我介紹 醫療環境、護理常規 護理活動、常見技術 護理個案經驗  

小考  用物擺放位置(口試) 點滴滴速計算 ◎藥理作用機轉(口試)  

第 

二 

週 

進度 

 給藥、護理記錄

草稿、練習交班 

 執行各項技術 

 瞭解常見檢查 

 收集、評估並分

析個案健康問題 

 給藥、護理記錄

草稿、練習交班 

 講解整體性身體

評估及臨床使用 

 ◎晨會-讀書報告

(肺炎+抽痰護理) 

 給 藥 、 護 理 記

錄、交班 

 執行整體性護理 

 確立個案主要健

康問題 

 提出個案護理計

畫執行上的問題 

 護理過程運用 

 ◎晨會-讀書報告

(肺結核+防護) 

 

作業 【個案基本資料】 藥卡、技術卡 
【案例分析(至少完成

1/3) 】 

【週心得 2】  

討論 
藥物劑量計算、亞培操

作與速率計算 

護理經驗分享、系統性

觀察與分析 

輸血護理、系統性觀察

與分析 
期中評值  

小考  ◎病歷閱讀(口試) ◎護理重點(筆試) ◎護理重點(筆試)  

第 

三 

週 

進度 

 執行整體性護理 

 護理記錄、交班 

 確實執行病患個

別衛生教育 

 挑選第二位個案 

 解決與個案健康

問題之護理活動 

 ◎晨會-讀書報告

(COPD+ 支氣管

鏡檢查) 

 執行整體性護理 

 護理記錄、交班 

 統合學理運用於

臨床個案照顧 

 統合學理運用於

臨床個案照顧 

 ◎晨會-讀書報告

(肺水腫+胸腔穿

刺放液術) 

 

討論 確立護理診斷 護理診斷、出入院護理 護理過程討論 護理診斷  

作業 
【案例分析(至少完成

2/3) 】 

【護理計劃】 

【案例分析-前言、文獻

查證、結論、參考文獻】 

【總心得】  

第 

四 

週 

進度 

 整體性護理  

 執行各項技術 

 個案討論 

 挑選第三位個案 

 整體性護理 

 執行各項技術 

 個案討論 

 整體性護理 

 執行各項技術 

 ◎晨會-案例分析

報告(四位同學) 

 整體性護理 

 執行各項技術 

 ◎晨會-案例分析

報告(四位同學) 

返校評值 

案例分析與心得報告 

(二位同學) 
討論 護理過程討論 ◎上午-實習評值會 ◎感恩分享 期末評值 

作業 【自評表】 【會議記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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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AP 護理記錄法       (資料來源：中興院區護理科品管組) 

名詞解釋 

S：Subjective data主觀資料(指病人或家屬主訴不適的症狀) 

O：Objective data客觀資料(觀察檢查到與病人健康有關的行為、徵象與實驗室的檢查值) 

A：Assessment評估(分析主客觀資料後再確立問題及導因) 

P：Plan 計劃(針對問題而採取的行動，設立護理目標及擬定護理措施) 

I：Implementation執行(即護理活動，係指實際執行護理活動的情形) 

E：Evaluation評值(評值執行護理活動後的成效；如病人反應、是否達到期望的目標？問題是否

解決？) 

SOAP 護理記錄法注意事項： 

1. 入院 24小時內必須下護理診斷並擬定計劃。 

2. 每班至少評值護理診斷一次，若遇其它問題可以敘述方式呈現。 

3. 護理記錄一律以黑筆呈現，注意病人問題編號，不同問題須分開書寫。 

4. 未取消的問題須繼續評值，但取消後病人又重覆出現時須重新給予護理診斷及計劃，不可延用

已 DC之問題。 

5. 大小夜執行有關護理診斷的 st order時，以評值護理診斷的方式去書寫記錄。 

6. 若 SOAP護理診斷之書寫方式無法涵蓋病患所有狀況時，可再以敘述性的護理記錄加強。 

7. 下列情況可以敘述性方式寫之：入院、出院、轉出、轉入、術前、術後、檢察、會診、特殊用

藥記錄、長期住院但病情穩定者。 

8. 入院時的記錄仍須呈現「給予入院護理與環境介紹」。 

9. 當 ICU轉出與轉入時不必呈現其病史、病發經過與治療過程，但需將病患現況執行全身性評估，

並將結果做整理以敘述性方式書寫，之後再依 ICU所下的護理問題做持續性的評值。 

10.書寫儘量勿中英文夾雜，除非是專有名詞或藥物名稱。 

11.護理診斷一覽表中，若護理診斷已解決則以”DC”表示，若病患出院但其護理診斷未解決則以”

MBD”表示，但須在 出院計劃中呈現未解決此護理診斷的衛教指導，以區分其不同，並簽上職

級全名或蓋職章(如：8/1DC SNXXX / TrXXX / N3XXX)。 

12.若病患住院時間未滿 24小時則以敘述性方式書寫記錄。 

13.若病患出現的症狀持續兩個班以上未改善時，則第二個班別時須完成病患的護理診斷(如病患於

白班有發燒情形，於處理後至小夜仍出現發燒，則於小夜班完成護理診斷)。 

14.護理診斷在護理記錄呈現時，須依護理診斷出現之先後，給予編號(#1，#2，#3...)。 

15.護理記錄所書寫之編號以及 SOAPIE的書寫必須對齊以使得內容一目瞭然。 

內科常用之護理診斷 

腸胃組織灌流改變 知識缺失 / 與____有關 自我照顧能力缺失 

低效性呼吸型態 現存性感染 周邊組織灌流改變 

呼吸道清除功能失效 排便型態改變 / 便秘、腹瀉 氣體交換障礙 

身體活動功能障礙 現存性皮膚完整性受損 排尿型態改變 

腦組織灌流改變 體液容積過量 潛在危險性傷害/泌尿道感染 

心肺組織灌流改變 腎組織灌流改變 自我照顧能力缺失 

高危險性損傷/跌倒 焦慮 潛在危險性體液容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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