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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二）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馮容芬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9 學期
Semester 2

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 內外科護理實習
學    分 : 3學分 (每週實習二天,自8Am至4Pm, 並與老師討論二小時共計十五週)

修課年級 : 大學護理系三年級

先修課程：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微生物免疫學、基本護理學及實
驗、身體檢查與評估及實驗、護理導論

課程概述 : 經由臨床之實習，協助學生探討有關成人內外科護理病患生理、病理之改變與個案心理、社會
、及靈性的相互影響， 並能使學生透過3C(照顧、關懷、悲憫)理念提供病患一整體之護理。

實習目標 : 本科實習結束後學生能 :
1.  瞭解內外科臨床常見疾病之病理生理學、症狀、診斷及治療方式。
2.  評估住院病患因疾病所產生之身心反應與需要。
3.  依病患之個別需要確立最適當之護理診斷，並引導病患及家屬共同參與擬定護理計劃。
4.  運用專業知能及照護(caring)、關懷(concern)、與熱忱(compassion)的理念執行護理活動。
5.  辨認病患情況之輕重緩急而訂護理活動之優先次序。
6.  隨時評估護理活動之效果，並依病患情況之改變修訂護理計劃與活動以提供最恰當且連續性之護理。
7.  協助各項檢查之進行並能說出其目的、適應症及護理。
8.  了解個案使用藥物之作用機轉、副作用、使用目的及注意事項。
9.  正確的操作護理技術。
10.  運用溝通技巧以提供病患相關之護理指導與諮詢。
11.  認識護理專業在醫療小組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能主動參與。

實習時間 : 民國99年3月3日至民國99年6月10日計15週
           團體報告時間：民國99年6月16及17日
           每週四、五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榮總）
           每週四、五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下午三時三十分（台大、三總）
           4/22 耶穌受難日下午停課
          
評值方式 : 實習日誌 (log)                                        10%
           個案報告 (case study)/概念圖(concept mapping)         30%
           臨床表現 (clinical performance)                      50%
           團體報告 (group presentation)                        10%
                           

實習負責老師：馮容芬老師    聯絡電話：02-29053416

附件一 : 學生分組名單 (每組7人)
附件二 ：評值標準
一. 個案報告
1.內容之完整性                            60%
2.組織能力                            20%
3.書寫清潔整齊                            10%
4.參考資料及書寫方式                   10%
5.總分                                    100%

二.團體報告
1. 表達清析                            20%
2.組織、內容(與臨床個案配合)              40%
3.媒體運用                            10%
4.時間控制                            10%
5.引發聽者討論                            10%
6.自評                             10%
7.總分                           100%

附件三： 作業書寫規定
一.  作業一律以A4紙張大小採橫式書寫。
 **實習日誌一星期至少交一份; 個案報告於每梯次實習結束隔週週一中午前交給各組實習老師，遲交一日
扣五分，遲交一星期以上則不予給分。
二.  
       病患姓名                 年齡         性別         
       病房床號               
       診    斷                                           
       住院日期               
       手術日期               
       手術名稱                                           
       護理日期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三.  實習日誌內容 : 個案病程記錄、護理計劃、實習工作計劃、實習心得
四.  概念圖：
1. 個案基本資料
2. 現在病史及住院經過
3. 過去病史
4. 診斷檢查：身體檢查、實驗室檢查(需註明正常值、異常原因或臨床意      
義)、攝影檢查等
5. 治療：藥物(藥名、劑量、途徑、使用原因、作用及副作用、注意事項)
         特殊治療(時間、名稱、目的、合併症、注意事項)
6. 病程紀錄
7. 概念圖
8. 討論與結論

五.  個案報告內容 :     
1.  摘要 
2.  文獻查考
3.  個案簡介：
(1).健康史 : 主訴、現在病史、過去病史、家族史、心理社交史
(2)實驗室/診斷性診斷 : 需註明正常值、異常原因或臨床意義
(3)治療 : 藥物治療 ?  藥名、使用劑量、使用原因、作用、副作用、
                              護理措施
                   特殊治療 ?  名稱、時間、目的、合併症、護理措施
4.  護理計劃：護理評估、護理問題
5.  討論與分析
6.  照顧心得與醒思
7.  參考文獻 : 至少含二篇原文參考資料，並採APA format方式書寫
 護理計劃 :
 護理問題  相關因素  定義特徵   目   標  護理措施   評   值
     

六.  APA format書寫方式:
 雜誌?作者姓名(年份)‧文章篇名‧雜誌名稱，期(卷)﹐頁數。
 書本?作者姓名(年份)‧書名‧版數‧出版地 : 出版社。
 書中之一章?作者姓名人(年份)‧標題‧編者姓名，書名(頁數)‧出版地:出版商。
� 中文參考資料作者姓名依筆劃排序﹔英文作者則依ABC排序
 
 1. 中文資料書寫方式 :
 範例 : 
 高紀惠(1992)‧心臟復健對活動耐力進展效應之探討‧護理雜誌，39 (3)，63-74。
 邱豔芬(1992)‧身體評估?護理上之應用‧台北 : 華杏。
 魏玲玲、戴昭真(1987)‧血液與造血功能失常病人之護理‧於盧美秀編著﹐最新內外科護理(567-
608頁)‧台北:華杏。
2.  英文資料書寫方式 :
 Example :
 Barnett,J.(1991).Prevent procedures. Nursing Times,87(10),66-68.
 Bromley,I.(1998). Tetraplegia and Paraplegia : A Guide for Physiotherapists. 
5Th Ed. New York : Churchill Livingstone.
Rogers, M. E. (1983). Science of urinary human beings: A paradigm for 
nursing. In L. W. Clements,& F.B.Roberts(Eds), A Theory for Nursing(pp.219-
228). New York: Wiley. 
3.  網路下載資料書寫方式：
作者姓名、〈西元年、月、日〉‧題目名稱‧取得日期摘自網址
    Example : 
行政院衛生署〈1999，9月，29日〉‧心理衛生問題的災後處置策略：急性階段‧2006年7月26日摘
自http://www.doh.gov.tw/focus/921/88092906/html
Yang, K. P., Simms, L. M., & Yin, J. C. (1999, August 3). Factors influencing 
nursing-senstitve outcome in Twanese nursing home. Online Journal of Issues 
in Nursing. Available http://www.nursing world.org/ojin/tpc7/tpc7-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