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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社區老人護理學實習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黃玉珠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3 學期
Semester 2

私立輔仁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
「社區老人護理」實習計畫

一、課程描述：
社區老人護理實習安排在台北縣市之長期照護管理中心進行，實習者由實習機構之實務指教師協助，體認特
定區域內老人長期照護需求面及資源供給面之供需現況、個案管理人員之角色與功能、持續性照護之機
轉(mechanism of continuing care)。學校教師定期前往以討論協助學生整合所學之各科護理知識並
將其運用於實務情境，此外，並藉由案例報告及家庭護理報告之撰寫培養實習同學文字表達能力。

二、實習目標：
藉由參與出院準備服務、居家護理、個案管理等照護活動，讓學生能具有下列能力/經驗
(一) 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
   1.評估社區失能者生活功能方面之照護需求。
   2.評估失能者之照護環境中:安全與舒適程度。
   3.依據個案/案家之需求連結/運用現存照護資源以提供所需服務。
   4.體認照護相關議題。
(二)社區失能老人照顧管理(care management of disable elderly)
   1.認識實習單位/機構在社區照顧之理念、組織架構，服務範疇及工作流程。
    2.評估社區內失能老人之長期照護需求。
3.檢視社區中失能老人在長期照護資源之類別與數量。
4.連結社區中照護資源以提供個案/案家持續性照護服務。
    5.體認護理人員在社區失能老人照顧管理實務中之角色與功能。

三、實習對象：護理系二年制三年級學生，共二十八名，分兩個梯次進行。

四、實習場所：
(一)第一梯次：自94年3月1日至4月12日（4/5、4/6春假），  每週兩天共14天。
(二)第二梯次：自94年4月25日至6月8 日，每週兩天共14天。
實 習 機 構 地 址、電 話 督導 護理長
大安區長期照護服務中心
(於市立仁愛醫院 12樓)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10號
02-27093600-1230 彭督導 林靜瑜

士林區長期照護服務中心
(於市立陽明醫院9樓) 台北市雨聲街105號02-2835-3456-6372 吳孟嬪
 
台北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板橋市中正路10 號 2樓02-29683331 彭美琪 
五、實習機構、時間及學生分組名單：
     單位 期間 學生名單 臨床指導教師 學校負責教師
大安區長期照護服務中心 第一梯 林芳鈺 林俐君
周玉英 石凱媛 
林於琤 
黃玉珠老師
 第二梯 李欣怡 陳怡文
洪宛玲 宋賢慧  
士林區長期照護服務中心 第一梯 李姿瑩 王曉筠
邱琬育 賴致瑋 
林富菁
 
尤珮文/劉文琪老師
 第二梯 洪穎晨 張珮翎
詹玉婷 林映伃  
台北縣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
板橋市中山路長照中心 第一梯 許文   黃麗綺
江家琪 柳皓齡
黃姿瑋 蔡美慧
蔡幸純 石鈺敏 

各個管師 
陳惠姿老師
 第二梯 莊佳玲 宋雨凡
林詩屏 江北璇
李慧齡 
蘇安琪
  
陳惠姿老師
 
六、成績考核：



課程大綱

臨床表現(校內教師、實習指導教師、自評)     30%
讀書報告(一篇)          10%
出院準備服務案例報告(一篇)         10%
長期照護相關機構參觀報告(一篇)           10%
家庭個案護理報告(個人報告)       20%
    社區老人長期照護供需評估(小組報告)        20%  
                                             100%
七、實習相關規則﹕
   1.準時到達實習地點，不遲到早退(實習上班時間﹕配合實習單位作業)
   2.實習服裝﹕淺色上衣,深色長褲為原則。
   3.實習請假﹕應於事先或當日早上通知實習單位負責人。
   4.遲到/早退、缺席﹕超過60分鐘﹕以缺席計   無故缺席者﹕扣實習總分1分/次。
   5.請假天數超過2天，不予計分。
   6.上班時段不處理私人事情。
   7.儀表整齊清潔，舉止端莊有禮。
   8.維持學習動機，能主動與其他醫療人員探討個案問題。
   9.有獨立自主的能力，有責任感，能負責自己個案的工作且工作不拖三落四。
 
八、實習進度表
 週次 實習重點 活動及方法
第一週
 (第 1-2天) *熟悉實習單位之軟、硬體環境（宗旨、組織、運作方式及個案管理流程等）
*熟悉該居家照護單位個案管理之相 
 關表單、軟體資料 機構介紹
閱讀文件
第二週
(第3-4天) *照護服務內容
*作業模式與標準 *接案(兩位主個案確定：失能老人、居家護理之家庭主要照顧者）
*家庭個案護理評估
第三~五週
(第 5-10天) *照護團隊各類人員之角色及功能
*社會資源之認識/應用 *讀書報告
*個案討論會
*社區評估開始
*認識相關機構（參觀訪問護理之家、日照中心、養護機構至少各一家）
*家庭護理
*社區訪視
第六週
(第10-13天) *機構之品管、成本效益及行銷
*照護之倫理議題 *家庭護理
*社區訪視
第七週
(第 14天) *交班、分享、道謝 

 
九、臨床表現評值：

實習單位/機構:                       
評值項目 分數 實習學生姓名
         
一、運用問題處理個案（案家）照護問題
1. 針對個案/案家收集相關     資料
2. 運用評估技巧釐清個案照  護問題/需求
3. 運用相關文獻或學理確定問題
4. 擬定具體可行之照護措施
5. 妥當安排聯結所須相關資源
   6.監測服務效能 
10
10
10
10
5
5        
二、專業角色扮演
1.會談/溝通/表達能力
2.專業人際互動誠信可靠
3.護理指導或照護措施遵照作業規範
4.服裝儀容整齊清潔 
5
5
5
5        
三、學習態度
1.主動尋求所需之指導或協助
2.對交託個案/業務認真負責
3.依規定時間上下班
4.珍惜實習機構用物及資源                       
10
10
5
5        
總          分 100        



實習單位臨床指導教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附件(一)
社區老人護理學讀書報告作業說明與格式

一、說明
本項作業旨在培養學生於實習中，對個案、案家或社區團體之照護問題的處置能在閱讀文獻後或理論依據下
，應用於照護實務中。

二、進行方式

1.學生於實習中，如在操作實務上有疑問處時，應主動查證相關文獻及理論，以作為護理實務操作之依據。
2.所查證之研究文獻或是理論性文獻，最好為近五年內之文章。
3.文獻篇數以至少兩篇為原則；其中至少一篇須為原文資料，另外一篇可採用國內中文研究資料。
4.文獻選擇確定前，請與校內帶實習教師討論是否符合所照顧之個案的護理問題及需求。
5.作業繳交時間：於實習第三週繳交給負責教師。

三、作業格式

1.文獻作者、年代、篇名、來源（按APA格式書寫）。
2.查證此篇文獻的動機、個案需求。
3.文獻內容摘要整理。
4.文獻於實務情境上的應用、介入策略及預期效果。
 
附件(二)
    出院準備服務個案案例報告撰寫作業格式
  
請就實習期間所觀摩之出院準備服務個案之案例中擇一撰寫作業格式如下:(1000字為限)

一、案別
二、個案基本資料
三、住院主要診斷
四、住院期間及其所接受之重要處置
五、出院後持續性照護需求項目及其優先次序
六、持續性照護資源之連結情況
七、心得、感想或建議

附件(三)
    長期照護相關機構參觀報告撰寫作業格式
 
在實習期間您會有機會觀摩相關之長期照護機構  請將您所參觀之重點撰寫作業格式如下:(1000字為限)

一、機構名稱
二、服務對象
三、服務範疇或項目
四、收費辦法
五、與您所實習的機構之互動情形
六、心得、感想或建議

 
附件(四)
輔仁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社區老人護理學
家庭評估及護理作業格式

1.題目：如社區糖尿病個案之家庭健康評估
2.摘要：關鍵詞(中英文)
3.前言：介紹本文之重要性
4.文獻查證：相關本文使用參考之文獻與理論或應用之護理措施模式(註)。
5.個案介紹：個案基本資料、疾病史(簡述Gorden’s 11項身心功能評估)
6.評估方式：
(1)評估工具
(2)收集資料方法
(3)家庭簡介
7.家庭健康評估：
(1)環境基本資料：外在結構
(2)家庭結構：family tree類型，eco-map關係圖，內在結構
(3)家庭功能：
?睆”泵身?self-care的必要條件，如 air, food, water, rest, activity
?菻P進家庭成員之健全發展，滿足成員之心理、社會需求，如互動，
家庭發展理論、家屬、感情，醫療健康行為
?雃M害之預防
(4)對改變之適應能力
(5)健康情形與認知
8.護理過程：項目可以表格或敘述方式呈現，內容需包括日期、時間、問題、
目標計劃、評價…等。
9.結論與心得
10.參考文獻（請以APA格式書寫）
11.附件：家庭訪視紀錄表



-----------------------------------------------------------------------------
---------------------------------
註1，作業書寫應使用電腦A4紙張，採橫式12號字體大小、1½行距，並請於頁尾中央放置頁碼。
  
附件(五)
    (區域)    老人照護資源供需評估

一、轄區基本資料：
範圍
面積
人口數
年齡結構
二、轄區內65歲以上長者人口資料：
65歲以上長者人口總數
失能長者人口總數
失智長者人口總數
獨居長者人口總數
三、轄區內其他需長期照顧之人口數
低收入戶人口數
中低收入戶人口數
身障者人口數
四、照護資源資料
醫院中與老人照顧相關服務方案
衛生所與老人照顧相關服務方案
老人福利機構 (名稱、床數及佔床率或服務量)
 安養機構
 療養機構
 長期照護機構
 老人服務中心
 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護理機構(名稱、床數及佔床率或服務量)
 護理之家
 居家護理
 日間照護中心
其他
 居家服務機構(名稱、床數及佔床率或服務量)
 送餐服務
五、老人照護供需評估現況分析
六、潛在需要開發之照護資源建議
七、結論
八、參考資料(以APA格式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