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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兒科護理學實習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陳紀雯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3 學期
Semester 2

課程大綱

一.實習總目標
1. 認識孩童個別生長發展之情況，並實際執行孩童之發展評估。
2. 能加強與孩童溝通及遊戲之能力。
3. 能學習幼兒環境安全之評估。
4. 能運用遊戲與溝通技巧與病童及家屬建立治療性關係。
5. 接受各個病童及其家屬對住院的適應方式與行為反應。
6. 瞭解病童其家人之問題與需要。
7. 能有系統的計劃及實施護理活動，達到以家庭為中心之整體護理。
8. 有效的運用及執行整體性小兒科護理有關之理論與技術。
9. 能查考國內外相關文獻並運用於護理過程中。
10. 能提高對小兒科護理學實習之興趣。

二.實習學分與時數
本學科3學分，每週2天，每天9小時，含4天幼稚園實習及10天醫院臨床實習。

三.實習階段
 第一階段：幼稚園實習 (見附件一)
 第二階段：醫院臨床實習 (見附件三)

四.實習成績評值
 第一階段：幼稚園實習 (見附件二)
     1. 實習表現……….....................…………………10%
      2. Denver II 發展評估報告………………………10% 
  3. 說故事活動……………………………………10%

 第二階段：醫院臨床實習(見附件四)
    1. 臨床實習表現…………………………………40%
  2. 病房教學活動.........................………………… 10%
      3. 團體衛教活動.........................………………… 10%
  4. 個案報告................…............………………….. 10%

四、實習進度表：

班級 3/10   17
      11   18  4/28   5/5
29    6
鱷魚大班 盧姿均 范琪敏
斑馬大班 郭鎮源 林紹華  
獅子大班 王美媛   蔡詩文
貓頭鷹大班 楊蕙菱 蔡馨儀    
咕咕雞大班 潘怡潔 詹美真
企鵝大班  郭稚榕 蘇昕怡
河馬中班 翁嘉偵 吳佳霖
金牛中班 廖家苓 邱惠貞
豆豆龍中班 張嘉純 歐惠萍
花鹿中班 黃慧婷 王曉雯
袋鼠中班 魏毓采 李安立
泰迪熊中班 謝文馨 江明萱
負責老師 陳紀雯 姜月桃
大象中班 范純瑗 許依穎
彼得兔小班 洪秀誼 陳筱惠
浣熊小班 李嫚容 明曉雲
無尾熊小班 彭慧怡 王鴻介
長頸鹿小班 陳玉萍 康佳琪
綿羊小班 許依婷 鍾兆俞
布丁狗小班 林美玲 蔡亦鮶
松鼠班 郭?蚳Z 鄭雅文
凱蒂貓班 陳詩文 李昱萸
大眼蛙班 柯宛君 陳玫君



唐老鴨班 黃麗櫻 趙怡蘅
大寶A班 莊蜿喻 吳珍宜
負責老師 姜月桃 陳紀雯

* 3/10-3/18共計24位學生，4/28-5/6共計23位學生前往實習。
*每位同學實習星期四、五，共兩週，8am-5pm在帶班老師輔導下執行上述之目
 標，每天1pm-2pm與負責老師開會；
*實習總負責老師：陳紀雯（Tel: 29053459 or 29053410）
   e-mail：Nurs1010@mails.fju.edu.tw  

二、實習作業:
1. 實習日誌(以統一之筆記本連續記載)，於當週結束交臨床實習指導教師批閱。2. 個人「病房教學活動
」之書面報告，於報告完當週結束交臨床實習指導教師
批閱。
3. 實習第五週完成「團體衛教活動」。
4. 實習結束時交「實習心得」一篇，於實習結束當天交給單位護理長。
5. 實習結束後之週一交「個案報告」給實習指導教師批閱，遲交一天扣一分。

三、實習單位: 
 榮總A091病房(小兒內科)          齊珍慈護理長
 榮總A092病房(小兒外科)         樓曉玲副護理長
 榮總A093病房(小兒腫瘤科)        吳  沾護理長
台大7C病房(小兒內科)            林芳如護理長
林口長庚7L病房(小兒心臟科) 陳秀倩護理長
 林口長庚8L病房(小兒外科)  許菊玲護理長

     四、實習進度表:
組別 分組名單 3/24    31    4/7    14    21
  25    4/1     8     15    22
1 柯宛君  廖家苓  范純瑗
彭慧怡  陳玉萍  陳詩文    郭?蚳Z 謝文馨 7C
2 李嫚容  郭稚榕  黃麗櫻
林美玲  洪秀誼  楊蕙菱
魏毓采  莊蜿喻 A093
3 王美媛  許依婷  盧姿均
潘怡潔  張嘉純  翁嘉偵
黃慧婷  郭鎮源 7L
組別 分組名單    5/12    19    26    6/2    9
    13    20    27     3     10
4 王鴻介  鍾兆俞  許依穎
范琪敏  詹美真  王曉雯
鄭雅文  李昱萸 A091
5 康佳琪  歐惠萍  蔡詩文
邱惠貞  趙怡蘅  李安立
林紹華  吳珍宜 A092
6 陳筱惠  明曉雲  蘇昕怡
吳佳霖  陳玫君  蔡馨儀  蔡亦鮶  江明萱 8L

*94年3月24日至94年6月10日；
*每星期二天，7:30am?４:30pm醫院實習。
*實習總負責老師：陳紀雯（Tel: 29031111 Ex. 3459 or 3410）
   e-mail：Nurs1010@mails.fju.edu.tw
*各單位負責老師： 榮總A091        陳毓茹
                  台大7C & 榮總A092 姜月桃
    榮總A093        郭美祺
  林口長庚7L & 8L 劉筱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