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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齡照顧福祉系 
照顧服務校外實習辦法 

民國 105 年 1 月 7 日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9 月 19 日 107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9 年 10 月 21 日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0 年 8 月 9 日 110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壹、實習課程目標 

一、為協助日間部四技及進修部二專學生取得勞動部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考試資格訂定本
辦法。 

二、強化學生對於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之專業能力。 
三、提升照顧服務品質，增加就業機會。 

貳、實習時數 

實習總時數為 40 小時。 

參、實習訓練場所分發機制 
一、實習訓練場所原則由本系協尋，機構分發機制分為： 
（一）日間部四技：學生須先修習過「老人照顧概論、老人照顧實務與技術」兩門課程，並成

績及格，再依據學生前一學期總成績名次排序辦理志願序分發。 
（二）進修部二專：學生須先修習過「長期照顧概論、基本照顧實務與技術」兩門課程，並成

績及格，再依據學生修課當學期期中考總成績名次排序辦理志願序分發。 
二、實習訓練場所經公告後，若未經系上同意，不得任意更換實習訓練場所。 
三、實習期間若因個人因素遭實習訓練場所拒絕而無法完成實習者，經實習委員會查證屬實，

不發予「照顧服務員實習時數證明書」；進修部二專學生則該學期實習成績不及格。但若因
重大疾病或重大事故而無法完成實習者，經實習委員會核可後由系上協助安排至其他實習
訓練場所繼續實習，且以一次為限。 

四、學生若自尋實習訓練場所，仍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及完備所有附件文件，且由本系實習
委員會予以追認同意。 

肆、實習訓練場所條件及職責 
一、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107 年 5 月 9 日衛部顧字第 1071960347

號）規定實習訓練場所須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考核成績優良之醫院。 
（二）經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考核成績優良之護理機構。 
（三）經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評鑑合格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身心障礙住宿機

構、居家服務提供單位、日間照顧服務提供單位。 
（四）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相關規定設立且經評鑑合格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五）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提供長期照顧相關服務之衛生所。 
二、為貫徹實習目標及確保實習學生合法權益，本系應與實習訓練場所訂定照顧服務實習合約

書（附件一），闡明雙方實習條件等相關事宜；並頒發實習訓練場所督導人員督導聘書（附
件二）。 

三、實習訓練場所之職責 
（一）實習訓練場所應選派符合資格之護理督導或照服督導，指導學生執行照顧服務實習計畫及

內容。 
（二）實習期間，若學生有任何問題發生，應立即知會本系，共同尋求解決。 
（三）實習訓練場所應於實習結束後一星期內完成實習訓練場所督導評分表，並於實習結束後二

星期內寄送照顧服務員實習時數證明書（附件三）。 
（四）實習訓練場所對實習學生之管理以勞動基準法為原則。 

伍、實習費用及實習期間應遵守之事項 
一、實習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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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訓練場所若收取實習費用，學生應自行負擔支付訓練場所實習相關費用。 
（二）學生原則上不領取工作酬勞，唯實習訓練場所願意提供車馬費、差旅費、誤餐費或出席費，

不在此限。 
二、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之事項 
（一）實習期間，依本辦法之規定及實習訓練場所各項規定完成實習課程。 
（二）實習期間，學生應自行負責往返實習訓練場所之交通及食宿等個人事項。 
（三）應遵守實習訓練場所各項專業工作倫理及守則。 
（四）實習期間服裝儀容應整齊清潔。 
（五）實習期間無正當理由，不得請假。若因不可抗力天災（如颱風）、或因喪假、公假及因公

造成之傷病假，仍須補足實習時數。 
      學生請假須依實習訓練場所規定提出申請，並於請假手續完成後主動告知實習指導老師。

請事、病假（需附就醫診斷證明）者，但仍需補足本實習辦法要求之實習時數；無故且無
正當理由缺席逾二次者，即取消實習資格。其餘未載名部分依勞動基準法或實習訓練場所
規定辦理。 

（六）學生應於實習前填妥下列資料表，並於實習第一天將資料表繳交予實習訓練場所。 
1. 照顧服務員時數證明書（附件三） 
2. 照顧服務實習履歷表（附件四）。 
3. 照顧服務實習訓練課程表（附件五）。 
4. 實習訓練場所督導評分表（附件六） 

（七）學生應於實習最後一天繳交照顧服務實習心得（附件七）予實習訓練場所督導，逾期不受
理，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 

（八）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之實習表現適用本校學生獎懲相關規定。 

陸、實習內容：詳列於照顧服務實習訓練課程表（附件五）。 

柒、實習成績考核標準 
一、照顧服務實習之成績由學校實習指導老師和實習訓練場所督導共同評定之。 
（一）日間部四技：「照顧服務員時數證明書」核發評定標準： 

1. 實習訓練場所督導評分佔 60%（附件六：實習訓練場所督導評分表，由實習訓練場所
督導評分）。 

2. 實習履歷表（含自傳）、照顧服務實習心得綜合評分佔 40%（附件七：照顧服務實習心
得，由學校指導老師評分）。 

（二）進修部二專：「基本照顧實務實習」課程總成績評定標準： 
1. 實習訓練場所督導以「實習訓練場所督導評分表」中學習態度、出勤狀況、護病關係、

團隊配合、照顧服務能力等標準進行評分，此項成績佔學生實習總成績之 45%。 
2. 學校指導老師以學生之實習履歷表（含自傳）、實習心得、實習發表報告、實習成果報
告等各項進行綜合評分，此項成績佔實習成績之 55%。 

3. 「基本照顧實務實習」課程總成績及格者，核發「照顧服務員時數證明書」。 

捌、校內實習指導老師輔導訪視 

一、本系應於實習開始前召開實習說明會，向學生說明實習課程內容、實習相關規定及程序、
實習期間安全教育等事項。 

二、實習指導老師協助學生解決有關實習問題。 
三、隨時與實習訓練場所督導人員保持聯繫，瞭解學生實習狀況。 
四、實習單位輔導訪視，瞭解學生實習情況。 
五、擔任學生實習成績總評。 

玖、保險：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應全程辦理意外險投保並自付保險費用，保險額度依學校規定。 

拾、學生因特殊情況無法進行校外實習，得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拾壹、未盡事宜，將由實習委員會開會決議後公告。 

拾貳、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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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齡照顧福祉系 

照顧服務實習訓練場所合約書 

立約人 
甲方：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以下簡稱甲方） 
乙方：                      （實習訓練場所，以下簡稱乙方） 
丙方：                      （實習學生，以下簡稱丙方） 

依據高齡照顧福祉系照顧服務校外實習辦法，訂定本系學生照顧服務實習訓練場所合約書，茲為

甲方分派丙方（課程名稱：老人照顧實務與技術）至乙方實習，經雙方協議，願意共同遵守下列條款： 
一、乙方同意接受丙方                                   等共         名進行實習，實習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實習，每位學生合計 40 小時。 
二、甲乙雙方應於丙方實習前完成學生實習計畫書之協調，必要時得於實習前召開實習協調會，並作

成會議紀錄。 
三、甲方應將實習計畫書及合約書等資料送交乙方，以便辦理。 
四、丙方在實習期間之住宿、膳食、交通等費用概由丙方自理，乙方得酌情給予協助。 
五、丙方於實習期間所用之器材及物品，如因不愼或故意損壞、遺失或被竊等情事，應由丙方負責賠

償。 
六、實習性質應與丙方實習課程目標相關為宜，並不得令丙方從事危險、違法之實習活動。 
七、丙方實習期滿後，由乙方於一週內寄回丙方之實習評分表、實習時數確認表等予甲方，作為評核

實習總成績之依據。 
八、本合約書如有未盡事宜，三方可隨時協調解決之。 
九、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甲乙丙方各執乙份。 
 
立約人 
甲方：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代表人： 
統一編號：00501200  
地址：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 336 號 
電話：(02) 24372093 
 
乙方：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丙方：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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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齡照顧福祉系 

照顧服務實習訓練場所督導聘書 

     （XXX）高福聘字第      號 

 

茲敦聘         擔任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齡照

顧福祉系「    年度照顧服務校外實習」訓練場所之實

習督導。 

 

此聘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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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齡照顧福祉系 
照顧服務員時數證明書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系所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齡照顧福祉系      

實習訓練場所名稱  

(實習訓練場所蓋關防處) 

實習期間 

民國    年    月    日 

～ 

民國    年    月    日 

實習時數       小時 

實習督導: (簽章) 

 

 

 

備註： 

1. 本實地課程包含臨床實習課程、實作課程、綜合討論與課程評量。 
2. 本證明書可作為報名技能檢定照顧服務員職類單一級申請檢定考試之用。 
 
 
  

學校系、所名稱：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齡照顧福祉系                                               

學校系、所主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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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齡照顧福祉系 
照顧服務實習履歷表 

學生姓名  

照 

片 

班級  

學號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自我介紹(至少 300 字) 

字體大小 12/字型標楷體/單行間距 
 

 

 

 

 

 

 

 

 

 

 

 
學校老師簽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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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齡照顧福祉系 
照顧服務實習訓練課程表 

實習學生姓名：                     

實作課程 

8 小時 

課程單元及內容 時數 完成日期 督導簽章 

生命徵象：體溫、脈搏、呼吸、血壓、血糖的

認識、測量與記錄。 1 
  

急救概念： 
(一)異物哽塞的處理、(二)心肺復甦術、(三)自

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 
2 

  

清潔與舒適協助技巧：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個人衛生與照顧： 
(一)洗頭（包含床上）、(二)沐浴（包含床上）、

(三)口腔清潔、(四)更衣、(五)鋪床與更換

床單、(六)剪指甲、(七)會陰沖洗、(八)使
用便盆（包含床上）、(九)背部清潔與疼痛

舒緩、(十)修整儀容、（十一）疼痛舒緩、（十

二）甘油灌腸。 

2 

  

營養膳食與備餐原則： 
(一)備餐的衛生、(二) 吞嚥困難飲食（細泥、

細軟食等）及自製灌食的設計與製備。 
1 

  

活動與運動及輔具協助： 
(一)移位與擺位的注意事項、(二)簡易被動肢體

關節活動、(三)自主性運動的協助、(四)如
何預防壓傷(壓瘡)、(五)介紹生活輔具的使

用，包括食、衣、住、行及工作者如何輕

鬆使用輔具、(六)生活輔具 DIY、(七)安全

照護技巧。 

2 

  

綜合討論

與課程評

量 
2 小時 

針對上述課程內容做整體評值。 2 

  

臨床實習

30 小時 

項目 完成日期 督導簽章 
一、基礎身體照顧類： 
    (一) 協助沐浴床上洗頭洗澡 

(二) 協助洗澡椅洗頭洗澡 
(三) 協助更衣穿衣 
(四) 口腔照顧（包括刷牙、假牙清潔） 
(五) 清潔大小便 
(六) 協助用便盆、尿壺 
(七) 會陰沖洗 
(八) 正確的餵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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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翻身及拍背 
(十) 基本關節活動 
(十一) 修指甲、趾甲 
(十二) 刮鬍子、洗臉、整理儀容 

二、生活支持照顧類 
    (一) 舖床及更換床單 
    (二) 垃圾分類廢物處理 

  

三、技術性照護 
    (一) 尿管照護 
    (二) 尿套使用 
    (三) 鼻胃管灌食 
    (四) 鼻胃管照護 
    (五) 胃造口照護 
    (六) 熱敷及冰寶使用 
    (七) 異物哽塞的處理 
    (八) 協助口腔內（懸壅垂之前）或人工氣管內分泌

物之清潔、抽痰或移除及氧氣使用 

  

四、安全保護照顧類 
    (一) 協助輪椅患者上下床 
    (二) 安全照顧 

  

五、預防性照顧類 
    (一) 測量體溫、呼吸、心跳、血壓 
    (二) 感染控制及隔離措施 

  

六、活動帶領技術類 
    (一) 方案活動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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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齡照顧福祉系 
實習訓練場所督導評分表 

實習學生姓名：                學號：            

實習訓練場所：                  實習訓練場所督導：      

總分評值標準：優(90-99 分) 佳(80-89 分)可(70-79 分) 需改進(70 分以下) 不及格(60 分以下) 

 
 
  

項           目 分數 督導給分 評      語 

一、學習態度 (30%) 

（一）認真且主動、積極  
( 5) 

  

（二）可將專業應用於臨床之上 (10)  

（三）出勤狀況(包括是否遲到、早退、缺席或未請假 

   而自行調動實習時間等)                    
(15) 

 

二、護病關係 (15%) 

（一）與個案及家屬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與溝通能力 
( 5) 

  

（二）能滿足個案之各項需要  ( 5)  

（三）能考慮倫理合宜性 ( 5)  

三、與專業團隊之配合 (20%) 

（一）能適時將個案狀況反應給其他相關人員                       
(10) 

  

（二）能主動與其他專業人員討論個案照顧狀況（如： 
   社工、輔導員、營養、護理人員等） 

(10) 
 

四、照顧服務能力 (35%) 

（一）相關照顧問題之評估能力 
(10) 

  

（二）依時完成照顧服務學習學習進度 (10)  

（三）照顧服務技巧純熟度  (15)  

總    分    

實習審核結果 

  □ 通過，同意發給 40 小時實習證書         □ 不合格，不予發證 

□ 補相關文件後重新送審：                                                   

                                                                            

□ 需延長訓練，建議方法：                                                   

                                                                         
   

督導簽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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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齡照顧福祉系 
照顧服務實習心得 

實習學生姓名：       學號：           日期：      

實習訓練場所：                   
撰寫至少 800-1000 字（頁數不夠使用者，可用電腦打字後黏貼於本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