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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高護實習前說明會

實習組 111.01.05



高護實習日程

內科及外科護理學實習(四下)4週/160小時

第1梯:111.02.07-111.03.04

第2梯:111.03.07-111.04.01

第3梯:111.04.04-111.04.29

第4梯:111.05.02-111.05.27

第5梯:111.05.30-111.06.24

第6梯:111.06.27-11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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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國訂假日
不需補班



高護實習日程(續)

外科護理學實習(五上) 4週/160小時

第7梯:111.08.01-111.08.26

第8梯:111.08.29-111.09.23

第9梯:111.09.26-11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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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國訂假日
不需補班



高護實習日程(續)

產兒精社(四下)3週/120小時
寒假產科:111.01.17-111.01.29

第1梯:111.02.07-111.02.25

第2梯:111.02.28-111.03.18

第3梯:111.03.21-111.04.08

第4梯:111.04.11-111.04.29

第5梯:111.05.02-111.05.20

第6梯:111.05.23-111.06.10

第7梯:111.06.13-111.07.01

第8梯:111.07.04-111.07.22 4

遇國訂假日
需補班



高護實習日程(續)

產兒精社(五上) 3週/120小時
第9梯:111.08.01-111.08.19

第10梯:111.08.22-111.09.09

第11梯:111.09.12-111.09.30

第12梯:111.10.03-111.10.21

第13梯:111.10.24-111.11.11

第14梯:111.11.14-111.12.02 

第15梯:111.12.05-111.12.23(精社)

第16梯:111.12.26-112.01.13(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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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國訂假日
需補班



高護實習日程(續)

臨床選習(五上)6週/240小時
第1梯:111.08.01-111.09.09

第2梯:111.09.12-111.10.21

第3梯:111.10.24-111.12.02

第4梯:111.12.05-11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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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國訂假日
不需補班



實習生返校

 111.3.4星期五

 111.5.13星期五

⚫ 請該時段(內外產兒實習)之實習生返校，
當天為實習日，若遲到或請假者，則需補
班。

⚫ 服裝儀容依實習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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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構/科別(四下)

聖母醫院：內(M5、NH)、外( S8、 S9)

產科、兒科

博愛醫院：腸內(10F)、心內(11F)、骨外(7F)、
兒科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外(7A)、兒科

精神科:海天醫院

門諾醫院:產科、兒科

恩主公醫院：產科

新竹馬偕:內科 8



選習實習機構/科別(五上)

宜蘭:聖母醫院、博愛醫院、員山榮民

基隆:長庚醫院

雙北:台北慈濟、新光醫院、北醫、恩主公、
汐上國泰、新店/永和耕莘

桃園:聖保祿醫院

新竹:馬偕醫院

花蓮:花蓮慈濟、門諾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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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構/科別(五上)

聖母醫院：外( S8、 S9)、產科、兒科

博愛醫院：骨外(7F)、產科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外(7A)

精神科:海天醫院、員山榮民醫院

門諾醫院:外科(5B)、產科

聖保祿醫院：5A內外

新竹馬偕: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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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衛生所

頭城衛生所

宜蘭衛生所

礁溪衛生所

員山衛生所

壯圍衛生所

三星衛生所

冬山衛生所

蘇澳衛生所

五結衛生所

大同衛生所

南澳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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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實習單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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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醫院單位實習老師

內科:俞愛玲、陳怡筠、黃詩芳

外科:張慧玟

兒科:林慧珍

產科:林錫卿(寒假)、吳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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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陽大單位實習老師

博愛

10F內科、7F外科：黃伊蔓

11F心內病房：柯雅妍

兒科:何欣樺

陽大

7A外科：陳姿踰

兒科:何欣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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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縣市醫院單位實習老師

三峽恩主公/產科：陳彥妤
新竹馬偕/內科:邱郁耘
花蓮門諾
產科:王筱霈
兒科:柯欣怡
內科:瑪芽(暑假)



實習擋修

 「內外科護理學」或「內外科護理學實驗」課程不及格
者，不得進行內科及外科護理學實習。

 「產科護理學」課程不及格者，不得進行產科護理學實
習。

 「兒科護理學」課程不及格者，不得進行兒科護理學實
習。

 「產兒科護理學實驗」不及格者，不得進行產科及兒科
護理學實習。

 進行「精神衛生護理學實習」及「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
」前，應先完成「內科護理學實習」。

 學生如違反規定，逕自前往醫院實習，該學科實習成績
以0分計算。 16

http://www.smc.edu.tw/info/Legislation/%E8%AD%B7%E7%90%86%E7%A7%91PDF/NS-D19%E8%AD%B7%E7%90%86%E7%A7%91%E5%AD%B8%E7%94%9F%E6%A0%A1%E5%A4%96%E5%AF%A6%E7%BF%92%E5%AF%A6%E6%96%BD%E8%A6%81%E9%BB%9E.pdf


實習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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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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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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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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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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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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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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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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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前的準備

自我準備：課業、技術方面

心理準備：正向心理對話

人際互動：可以隨時與他人建立關係

不斷的準備自己：學習獨立、自主、長
大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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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相關檔案/資料

護理科首頁->表單下載/ 實習相關表單

實習請假單/補實習時數單

會議記錄單

實習機構宿舍訊息：請洽實習老師

攜帶實習計劃書、實習護照

 TOCC

http://www.smc.edu.tw/web/ns/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VpPon5Fz6ro8d9t3-5qNzHCzOHE-5FBL-RcwibH0k4/edit


實習注意事項

實習前：可先mail給帶實習老師(請注意敬語
使用，並說明自己的身份)

1. 選組長 (主動與老師聯絡)、建立連絡群組

2. 出門在外結伴同行：一起到達宿舍

3. 準備個人行囊，必帶工具書

4. 收妥個人重要物品，以免遺失

5. 每日主動與家人報平安

6. 遵循住宿規則：收假、晚點名、晚自習時
間，違者依校規處理 27



實習注意事項(續)

請依約定時間到達實習單位
實習單張(實習計畫書、技術手冊)、工具

書、實習名牌(須有校徽)
準時上下班、注意服儀與基本禮儀
主動虛心學習
每日自我檢視實習成效
填寫實習滿意度(未填寫者扣實習總分3分)

實習滿意度填寫-護理科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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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u/1/d/1YCpHHtfmY3sg7zLkI4J8XgSTrgtxrk9QPzF8uwaMhmU/edit


實習注意事項(續)

謹言慎行、個資保護：盡本分，不做不該
做的事(勿亂貼或上傳FB/IG)

自我保護：感控(洗手、戴口罩、預防傳
染病)、防針扎、防性騷擾

校外居住、交通安全：

暴力攻擊：

實習生體檢、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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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名牌 (字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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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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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建言 1

三禮：講禮貌、重禮節、求禮儀

六心：用心、細心、虛心、

耐心、恆心、愛心

想要變得更好的心

態度決定你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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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建言 2

要有堅強意志力，一定要征服、完成實習

不要亂請假



重實習學時費計算(1學時=1250元)

◼ 內科護理學實習、外科護理學實習(3學分9
學時)

◼ 產科、兒科、精神、社區、護理專業實習(3
學分6.7學時)

◼ 臨床選習(3學分13.4學時)

◼ 基本護理學實習(3學分6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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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建言 3

切記
不要聽信謠言
不要以為不讀書沒關係
不要以為有假就可請
不要以為老師是你媽媽
不要以為醫院是你家
不要以為外地實習可以玩
不要以為實習可以All Pass



Covid-19 相關

 未完成COVID-19疫苗第2劑接種達14天(含)
以上者，應檢附到院前3日內PCR篩檢陰性報
告

 完成第二劑滿14天且無症狀不需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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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相關

如何預約社區篩檢站?(免費)

37

http://www.smc.edu.tw/news/u_news_v2.asp?id=%7bB5918A1D-9AE9-4788-B2ED-DEBD5608186C%7d&newsid=2272&PageNo=1&skeyword=


Covid-19 相關

 篩檢報告需在報到前3日內，其篩檢擇一即可(請先下載
健康存褶APP)

 社區擴大篩檢預約篩檢前三天方能預約

 若不同科別但連續於同一家醫院實習不中斷，則不需重
覆篩檢

 請自行前往社區篩檢站之同學於實習前1-2天(星期六日
)至表單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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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相關

哪些醫院需要做?

39

醫院 新冠疫苗 PCR或快篩 新冠疫苗 PCR或快篩 備註

聖母

第一劑

ˇ

第二劑

ˇ 檢附到院前3日內PCR或快篩篩檢陰性報告
博愛 ˇ Χ 完成第二劑滿14天且無症狀不需篩檢
陽大 ˇ Χ 完成第二劑滿14天且無症狀不需篩檢
海天 ˇ Χ 檢附到院前3日內PCR或快篩篩檢陰性報告
員榮 ˇ Χ 完成第二劑滿14天且無症狀不需篩檢
聖保祿 ˇ Χ 完成第二劑滿14天不需篩檢，若無間隔14天需提供PCR檢測(快篩不行)
新竹馬偕 ˇ Χ 若無完成2劑施打，至111/1/1起每週需做快篩檢驗

門諾 ˇ Χ
TOCC判定及相關採檢規範，施打兩劑疫苗未滿14天，則實習期間每週都
須快篩一次

恩主公 ˇ Χ
完整兩劑之COVID-19疫苗接種並滿14天以上，無症狀者，毋需採檢，報
到當日出示疫苗接種卡

備註:
1.篩檢報告需在報到前3日內，其篩檢擇一即可
2.社區擴大篩檢預約連結http://www.smc.edu.tw/news/u_news_v2.asp?id={B5918A1D-9AE9-4788-B2ED-
DEBD5608186C}&newsid=2272&PageNo=1&skeyword=(篩檢前三天方能預約)
3.若不同科別但連續於同一家醫院實習不中斷，則不需重覆篩檢
4.請自行前往社區篩檢站之同學於實習前1-2天(星期六日)至表單回報



Covid19疫苗上傳

 請同學將資料上傳至

https://forms.gle/HrvHGTAkfE2i6i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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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住宿費用表

住宿費用 申請方式 收費方式 備註

羅東校區 700元/週
自行致電陳宏鈞
教官

至學校出納組繳
費或匯款

請於實習前一週
申請

新竹馬偕
2500元/3週
3400元/4週
5000元/6週

實習組統一申請

請依mail公告之
日期前出納組繳
費或匯款，並回
傳收據

若不住宿請填寫
不住切結書

三峽恩主公 1000元/月 實習組統一申請
入住宿舍當天由
醫院收費

若不住宿請填寫
不住切結書

桃園聖保祿
200元/週
800元/月

實習組統一申請
入住宿舍當天由
醫院收費

若不住宿請填寫
不住切結書

花蓮門諾
4-6人房/400元/週
2人房/600元/週

實習組統一申請
入住宿舍當天由
醫院收費

若不住宿請填寫
不住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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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提醒

 四下實習排程已更新公告，請同學再次確認

 今日已mail通知新竹馬偕之實習同學住宿費
事宜，請於1/6-1/17期間進行匯款並回傳收
據。

 111/2/11(五)為實習生註冊日，請同學當天
務必返校進行註冊，需攜帶學生證及繳費收
據(若為手機/電腦繳費，則截圖印出)

 因疫情需要，目前各院體檢報告需半年執行
一次，故暫訂暑假註冊日返校進行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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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選課事宜

 請同學於開學第一週2/14-2/18進行加選

 延修生於註冊日進行加選課

 請依照自己的實習排程進行選課，務必看清
並正確選課，以免錯誤需返校紙本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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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手 發 問 時 間

瑪芽副主任

maiya1100@smc.edu.tw

03-9897396轉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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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不在於難易

而在於是否採取行動

祝 更上層樓 實習順利

給：為更美好未來的努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