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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各大醫院見習時間 

 

上學期：第一梯 106 年 9/18, 9/25, 10/2, 10/16, 10/23, 10/30 

     第二梯 106 年 11/13, 11/20, 11/27, 12/4, 12/11, 12/18 

        共 12 週每週半天 

        於每週星期一下午 1：30～4：30 
 

下學期：第一梯 107 年 03 月 05 日～107 年 04 月 09 日 

        第二梯 107 年 04 月 30 日～107 年 06 月 04 日 

    共 12 週每週半天 

        於每週星期一下午 1：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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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臨床實習時程表 

上學期：星期一 下午 1：30～4：30  
    主負責老師：蔡彬敏老師 bm1012@isu.edu.com 聯絡電話：(07)6151100-7518  
    系上聯絡人：系辦公室助蔡小姐 feng@isu.edu.tw聯絡電話：(07)6151100-7502     

週次 日期 見習方式 負責老師 備註(口頭報告組別) 

１ 9月 11日 課程介紹 蔡彬敏 
• 課程進行說明 

• 基本專業知識複習 

２ 9月 18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３ 9月 25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４ 10月 02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５ 10月 9日 國慶日放假 蔡彬敏 國定假日 

６ 10月 16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７ 10月 23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8 10月 30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９ 11月 06日 返校報告(I) 蔡彬敏 

高醫生理、高長庚/小港生理、

高榮生理、義大生理、聖功生

理、惠德、真善美、呈泰 

１０ 11月 13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１１ 11月 20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１２ 11月 27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１３ 12月 4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１４ 12月 11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１５ 12月 18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１６ 12月 25日 返校報告(II) 張韶霞 

高醫小兒、高長庚小兒、聖功

小兒、高榮小兒、義大小兒、

楠特、高長庚心理 

１７ 01月 01日 開國紀念日放假 蔡彬敏  

１８ 01月 08日 返校報告(III) 游子瑩 
義大心理、凱旋心理、慈惠心

理 、紅樓、國軍高雄總醫院 

mailto:bm1012@isu.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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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於口頭報告之組別只需繳交書面報告 
 
下學期： 
星期一 下午 1：30～4：30 
    主負責老師：張韶霞 stacey12@isu.edu.tw聯絡電話：(07)6151100-7512  
    系上聯絡人：系辦公室蔡小姐聯絡電話：(07)6151100-7502        

週次 日期 見習方式 負責老師 
備註 

(口頭報告組別) 

１ 2 月 26 日 課程介紹 張韶霞 
• 課程說明與檢討 
• 基本專業知識複習 

２ 3 月 05 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３ 3 月 12 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４ 3 月 19 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５ 3 月 26 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６ 4 月 02 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７ 4 月 09 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８ 4 月 16 日 返校報告(I) 張韶霞 
高醫小兒、高長庚小兒、聖功

小兒、高榮小兒、義大小兒、

楠特、高榮心理、高長庚心理 

９ 4 月 23 日 返校報告(I) 蔡彬敏 
高醫生理、高長庚/小港生理、

高榮生理、義大生理、聖功生

理、惠德、真善美、呈泰 

１０ 4 月 30 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１１ 5 月 07 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１２ 5 月 14 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１３ 5 月 21 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１４ 5 月 28 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１５ 6 月 04 日 醫院/機構見習 張韶霞/蔡彬敏/游子瑩  

１６ 6 月 11 日 返校報告(III) 張韶霞 
高醫小兒、高長庚小兒、聖功

小兒、高榮小兒、義大小兒、

楠特、高榮心理、高長庚心理 

１７ 6 月 18 日 端午節國定假日 張韶霞  

１８ 6 月 25 日 返校報告(IV) 游子瑩 
義大心理、凱旋心理 、龍華、

國軍高雄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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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見習分組名單與臨床見習老師 

組別\ 

站別 
學號&姓名 

上學期 

第一梯 

上學期 

第二梯 

下學期 

第三梯 

下學期 

第四梯 

第一組、高醫(生理)(小兒)-凱旋(心理)-紅樓(上)及龍華(下) (社區)  

A 組 10455003A 陳荺媃  10455034A 蕭筠蓉  10455057A 楊芸溱 生理 小兒 心理 社區 

B 組 10455016a 吳孟柔  10455006a 黃子育  10455318a 楊芷茵 小兒 心理 社區 生理 

C 組 10455009A 陳祈真  10455008A 歐珈均  10455011A 鍾安綺 心理 社區 生理 小兒 

D 組 10455321a 林玟欣  10455323a 張飾彤  10455038A 吳姿瑩 社區 生理 小兒 心理 

第二組、小港(生理前三週)-高長庚(生理後三週)(小兒)-國軍總醫院(心理)-楠特(社區) 

A 組 10455013a 董玟妤   10455014a 陳智琪  10455035a 盧佳怡 生理 小兒 心理 社區 

B 組 10455313a 余泳珊   10455315a 譚景珊  10455314A 蔡銀銀 小兒 心理 社區 生理 

C 組 
  楠特(社區):10455010A 楊添貴   10455317 劉淑琪 

  真善美(社區):10455041A 張庭瑄  10454335A 馮卓恩  
心理 社區 生理 小兒 

D 組 10455037A 吳亮逵     10455046A 張宏毅    10455055A 張士謙 社區 生理 小兒 心理 

第三組、高榮總(生理)(小兒)-慈惠(心理上學期)高榮(心理下學期)-惠德醫院(社區) 

A 組 10455053A 黃慕晴 10455047A 廖家瑩 10455049A 游筌烽 生理 小兒 心理 社區 

B 組 
10455015a 劉芳妤  10455023a 蔡劭彤      

          10455028a 李冠霖      10455312A 林愷 
小兒 心理 社區 生理 

C 組 
 10455018A 郭愉瑄   10455020A 陳安濘     

          10455036A 楊皓雯       10455039A 林尹晴 
心理 社區 生理 小兒 

D 組 10455017a 林姿寛  10455044a 鄭立翎  10423085a 簡宓妮 社區 生理 小兒 心理 

第四組、義大(生理)(小兒)-高長庚(心理)- 真善美 (社區)  

A 組 10455005a 程培雅   10455004a 林琬棋  10455040a 馬嘉翎 生理 小兒 心理 社區 

B 組  10455026a 葉芳妤   10455048a 黃可欣  10455032a 林靖文 小兒 心理 社區 生理 

C 組  10455052A 黃詩婷  10455033a 鄭安淇 10455012a 金宛靜 心理 社區 生理 小兒 

D 組 10455021A 陳宏智   10455025A 林正文  10455045A 王淯陞 社區 生理 小兒 心理 

第五組、聖功(生理)(小兒)-義大(心理)- 呈泰(社區)  

A 組 
10443302A 黃澔霆     10455024A 黃靖媛      

 10455310A 崔芸萱 10455322A 陳天賦 
生理 小兒 心理 社區 

B 組 10453302A 梁子浲    10455002A 吳昱霈     10455056A 林政群 小兒 心理 社區 生理 

C 組 10455054a 陳鈺淇     10455058a 蔡宜儒     10455060a 胡貝葉 心理 社區 生理 小兒 

D 組 
10455019A 黃鈺婷   10455029A 簡如君       

10455030A 潘貞頴     10455043A 陳詩雅 
社區 生理 小兒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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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站臨床負責老師 

見習醫院單位名稱 見習單位負責人、連絡方式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科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附設醫院 

   07-3121101 
生理 蘇靜儀老師分機 5993 
Email: ecanaty@yahoo.com.tw 
小兒 黃倩伶老師分機 5996 

高雄長庚醫院復健科 
高雄長庚醫院精神科 
地址:高雄縣鳥松鄉大埤路 123 號 
 

07-7317123 
小兒、生理 游敏媛老師分機 6289 
Email: minyuanyu@gmail.com 
心理 劉偉德老師分機 8765/ 8755 
Email: royisroy@gmail.com 
weite@adm.cgmh.org.tw 

高雄榮民總醫院復健科 
高雄榮民總醫院精神科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07-3422121 
組長 楊家麟老師 分機 4212 
Email: clyang@vghks.gov.tw 
生理 林敏老師 分機 4212 
Email: lmin@vghks.gov.tw 
小兒  林侑萱老師 分機 4238 
Email: lut67319@yahoo.com.tw 
心理  李佳盈老師 分機 2071 
Email: lichiayin@gmail.com 

義大醫院復健科 
義大醫院精神科 
地址:高雄縣燕巢鄉角宿村義大路 1 號  

07-6150011 
生理小兒 陳聖雄老師分機 2350 
Email: ed100209@edah.org.tw 
心理   陳盈安老師分機 3302 
Email: ed104484@edah.org.tw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復健科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 482 號 

07-8036783  
生理、林婷瑩老師分機 3530 
Email: 0880526@kmhk.org.tw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職能治療科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0 號 

心理 簡政軒老師 07-7513171 分機 2408 
Email: v2200324@yahoo.com.tw 

國軍高雄總醫院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 號 

心理 林傳翔老師 07-7499409 
Email: daible@gmail.com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211 號 

郭俊宏老師 07-3642007 分機 453 
Email: ot@mail.nzsmr.kh.edu.tw 

聖功醫院 
地址：高雄市建國一路 352 號  

生理 王上銘老師 07-2238153 分機 2251                 
Email:bensonking123@gmail.com 
小兒 陳麒元老師 07-2238153 分機 2237 
Email:mdk87@seed.net.tw 

慈惠醫院 
地址：高雄縣大寮鄉鳳屏一路 509 號 

心理 林怡真主任 07-7030315 分機 3157 
Email:ichenlin@yahoo.com.tw 

惠德醫院 
高雄市鳳山市福祥街 81 號 3、4、5 樓 

賴泓汶老師 07-8126000 分機 1106 
Email:lai1014@pchome.com.tw 

mailto:royisroy@gmail.com
mailto:weite@adm.cgmh.org.tw
mailto:lichiayin@gmail.com
mailto:ed104484@edah.org.tw
mailto:0880526@kmhk.org.tw
mailto:v2200324@yahoo.com.tw
mailto:daible@gmail.com
mailto:ot@mail.nzsmr.k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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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附設紅樓社區復健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吳宜容老師 07-3422121 分機 2152 
Email: ijwu@isca.vghks.gov.tw 

真善美養護家園 
高雄縣永安鄉永安路 5號 

楊書豪組長 07-6917697 
Email: ysh268974@gmail.com 

呈泰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高雄市小港區港順街 54 號 

陳俊銘主任 07-841-8441 
Email:wjc5811@ms71.hinet.net 

龍華精神護理之家 
旗山花旗二路 302 巷 1 之 13 號 2 樓 

張雅雯老師 07-6621495 
Email: lischang@gmail.com 

 
 
 
 

校內老師負責訪視單位  

校內老師 臨床單位 

張韶霞老師 高醫小兒、高長庚小兒、聖功小兒、高榮小兒、義大小兒、楠特、高

榮心理(下學期)、高長庚心理 

蔡彬敏老師 高醫生理、高長庚生理、高榮生理、小港生理、義大生理、聖功生理、

惠德、真善美、呈泰 

游子瑩老師 義大心理、凱旋心理、慈惠心理(上學期) 、紅樓(上學期)、龍華(下
學期)、國軍高雄總醫院 

 
 
 

mailto:ijwu@isca.vghks.gov.tw
mailto:ysh268974@gmail.com
mailto:lisch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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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見習目標與見習內容 

I. 心理疾病職能治療見習目標 

1. 接觸職能治療師所服務各種不同診斷的精神科個案，並認識其臨床特徵。 

2. 熟悉基本心理疾病職能治療評估工具、及相關設備的操作方式及使用時機。 

3. 觀察精神科心理疾病職能治療團體之進行，初步認識職能治療師在精神科如何治療個案。 

4. 認識臨床治療提供的服務模式，並於各服務模式中觀摩臨床職能治療師與精神科個案之互動與

溝通。 

5. 了解精神科治療團體的設計與執行的過程並嘗試帶領職能治療團體。。 

6. 熟悉精神科職能治療病歷書寫格式及評估紀錄內容。 

 
II. 生理與小兒疾病職能治療見習目標 

1. 鈄過訪談與觀察學習剖析個案主要職能角色與職能活動。 

2. 熟悉臨床評估與治療活動、工具及其適用診斷與時機，並學習如何利用評估去整合辨識病人的

問題與功能表現。 

3. 認識生理與小兒疾病臨床治療提供的服務模式，並於各服務模式中觀摩臨床職能治療師與個案

之互動與溝通。 

4. 了解參考架構的使用及治療策略的擬定方法及原理。 

5. 明瞭查閱病歷的方法及正確的閱讀病歷。 

6. 熟悉職能治療病歷書寫格式及評估紀錄內容。 

 

III. 社區機構見習目標 

1. 了解社區福利照護單位之專業團隊組織與轉介模式。 

2. 了解職能治療師於社區福利照護單位所扮演之角色。 

3. 熟悉職能治療師所服務各種不同個案種類，並認識其職能需求。 

4. 熟悉職能治療師所運用之評估方式及介入活動與工具。 
 

*見習內容包含生理、小兒、精神科與社區機構職能治療相關的治療，依見習醫院/機構/學校運作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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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已具備之專業知識 

學年 上學期 學年 下學期 
一年級 普通生物學 一年級 人類發展學 
 普通生物學實習  人類發展學實習 
 動作解剖學  團體動力學 
 動作解剖學實習  團體動力學實習 
 職能治療導論  大體解剖學(ㄧ) 
 普通心理學  大體解剖學實驗(ㄧ) 
 普通心理學實習   
二年級 職能治療倫理與規範 二年級 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 
 大體解剖學(二)  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實習 
 大體解剖學實驗(二)  生理學(二) 
 肌動學  生理學實驗(二) 
 肌動學實習  心理疾病職能治療 
 職能治療理論與技術學(一)  心理疾病職能治療實習 
 職能治療理論與技術學實習(一)  職能治療理論與技術學(二) 
 生理學(一)  職能治療理論與技術學實習(二) 
 生理學實驗(一)  職能治療臨床見習 
 精神醫學   
 職能治療評估學   
 職能治療評估學實習   
 活動分析與設計   
 活動分析與設計實習   
 

**目前正教授中之專業知識 

學年 上學期 學年 下學期 
三年級 小兒科學 三年級 骨科學 
 外科學  職能治療理論與技術學(四) 

內科學 職能治療理論與技術學實習(四) 
生理疾病職能治療 副木裝具義肢學 
生理疾病職能治療實習 副木裝具義肢學實習 
小兒職能治療 日常生活功能評估訓練 
小兒職能治療實習 日常生活功能評估訓練實習 
職能治療管理學 感覺統合治療學 
職能治療理論與技術學(三) 感覺統合治療學實習 
職能治療理論與技術學實習(三) 期刊導讀 
社區職能治療 心理社會職能治療學 
社區職能治療實習 心理社會職能治療學實習 
手部復健 職能治療臨床實習(二) 
職能治療研究方法  
職能治療研究方法實習  
職能治療臨床實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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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見習方式 

1. 學生分組依時間表至排定的醫院/機構各單位見習。每位學生需至兩家(以上)醫院或機構，進

行上下學期各 12 週的見習，定期回校報告與討論，並繳交書面報告。 

2. 每組之回校報告— (口頭報告及書面報告) 

(I) 口頭報告:依見習時程表所列之組別進行，口頭報告每組以 12 分鐘為限，5 分鐘討

論。報告格式詳見『書面報告內容及格式』(參閱第十六頁的內容)。每組報告時需

準備報告大綱（以一頁為限）交給學校指導老師。 

(II) 書面報告:口頭報告完畢之組別於口頭報告那一週的星期五前繳交與上傳至 Moodle，

若在第 18 週報告之組別其書面報告(word 檔)需於同一天(星期一)繳交與上傳至

Moodle，不得遲交，遲交以零分計。 

(III) 未列入口頭報告之組別則僅繳交書面報告即可。報告格式詳見『書面報告內容及格

式』(參閱第十六頁的內容)。繳交書面報告時間與上傳 Moodle 同口頭報告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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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分方式 

1. 出席 10％（缺席一次扣 5％），請假扣 3％。 

2. 見習表現 60％（臨床老師評分）。 

3. 口頭報告&書面報告 30％。 

 

註：臨床見習老師請於每梯次學生見習結束後一週，將見習分數填入「臨床見習評分

表」（附件一）後 e-mail 回學校。 

e-mail： 蔡彬敏老師 bm1012@isu.edu.tw (上學期) 

張韶霞老師 stacey12@isu.edu.tw (下學期) 

mailto:張韶霞老師stacey12@isu.edu.tw


 

11 

八、見習規則 

1. 尊重個案的隱私權，與個資法相關規範，非經治療單位及個案同意不得任意拍照，不得在

公共場所談論其病情。 

2. 服裝儀容應遵守【儀容注意要點】之規範，務求端莊、雅觀及整潔。 

3. 因故不克見習時，應按【見習學生請假規則】之規定辦理。 

4. 學生於見習期間應遵行各見習單位之各項規定。 

5. 臨床見習時間內不可進食、閱讀業務以外之書刊雜誌及大聲喧嘩，不得使用手機(包括上網、

使用應用程式(APP)或接聽非緊急電話等)。 

6. 愛惜公物且用完之器材或用具必須歸還原處；凡有專人管理之器具，應按見習單位借用規定

辦理之。 

7. 借閱病房病歷限於醫務室內閱讀，不得攜出；不得使用手機或相機拍錄病歷，借閱一般病

歷依見習單位之規定，並當日歸還。 

8. 協助整理環境及器具歸還。 

9. 確實遵守臨床老師所提出的各項規定。 

10. 見習時間不得咀嚼口香糖。 

11. 見習期間不得妨礙個案接受治療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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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儀容注意要點 

為維護醫療人員之專業形象，學生於臨床見習期間，應遵守下列規定： 

10 實習服：至醫院見習應穿著統一之實習制服，實習服上應繡上名字，並隨時穿戴名牌。 

(請學藝統一製作名牌，將名牌打印成下列格式發與同學，請同學確實保管) 

 

 

 

 

10 頭髮：不宜過度或顏色誇張的染髮 

男性：前髮不得遮住眼睛，後髮以齊髮根為原則。 

女性：以不妨害視線及治療工作為原則。頭髮長度以肩上為準則，頭髮長度若過肩則應

紮成髮束。 

10 衣著：務求雅觀整潔不邋遢，除特殊需要上衣應著治療服，不得穿著奇裝異服，不得穿

著短褲。 

男性：以素色之襯衫與西裝褲為宜。 

女性：以穿著素色、高領上衣與深色長褲或至少過膝之裙褲為宜。 

10 鞋子：為安全衛生考量應以全包覆式鞋子為宜，且不得穿著拖鞋。 

10 指甲：除膚色外，不可塗擦有色指甲油、不可留長指甲。 

10 男性不宜蓄鬍。 

10 飾物：飾物以不妨礙工作為準則。 

10 其他相關穿著規定，依各見習醫院規定辦理之。  

義守大學職治系見習生 

姓名: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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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見習請假規則 

 公假 
1. 學生請公假事由包括：本校指派擔任辦理有關公務活動或代表出席校外集會及比賽、兵役檢查。 
2. 請假須先填具請假單，連同請假證明文件送請有關單位核辦。請假核准後，將請假單送至見習單位，

方可請假。 
3. 國定假日應予學生放假。 

 事假 
1. 學生遇有下列情況之一並持有證明文件者始可請假： 

 喪假（直系血親）及其配偶、配偶之直系血親，以一週為限。 
 家庭發生重大事故必須親自料理。 
 本人結婚。 
 其他特殊原因。 

2. 請假須先填具請假單，連同證明文件送請見習負責老師與導師核辦並知會見習單位。核准後，方可請假。 
 病假 

1. 須於當日見習前，以電話通知校內見習負責老師或系助理，並請同學轉告醫院的臨床見習老師。 
2. 一週內連同請假證明文件(醫院證明)送請見習負責老師與導師核辦，逾時不辦理。 

 未按照以上方式請假一律以曠課論，曠課次數達學校標準則扣考。 
 除重大事故外，請假不得超過 2 次。超過 2 次以上，見習成績以不及格論，重大事故由系務會議認定。 
 請假一次扣 3 分，曠課扣 5 分。 
 無法找到負責老師時，務請於系辦蔡小姐處登記。 
 務必於見習時間準時到見習單位，遲到 10 分鐘以上以曠課論。 
 每小組務必於見習最後一周自我填寫紀錄表姓名，並請臨床指導治療師填寫出席狀況、簽核，於該站口

頭報告那一周，由班代收齊繳交給負責教師，缺繳該組酌扣出席成績(上學期:蔡彬敏老師；下學期:張韶

霞老師)。
------------------------------------------------------------------------------------------------------------------------ 

出席紀錄表 
單位名稱: _________________ □生理□心理□小兒□社區學期：□上學期□下學期 
梯次：□第一梯□第二梯 
學生姓名 出席狀況 若有請假或曠課，請自行填寫日期(如不足填寫請自行多影印一張) 

 □全勤 ____年_____月____日 □曠課(含遲到 10 分鐘以上)□病假□事假□公假□遲到(10 分鐘以內) 

____年_____月____日 □曠課(含遲到 10 分鐘以上)□病假□事假□公假  □遲到(10 分鐘以內) 

 □全勤 ____年_____月____日 □曠課(含遲到 10 分鐘以上)□病假□事假□公假  □遲到(10 分鐘以內) 

____年_____月____日 □曠課(含遲到 10 分鐘以上)□病假□事假□公假  □遲到(10 分鐘以內) 

 □全勤 ____年_____月____日 □曠課(含遲到 10 分鐘以上)□病假□事假□公假  □遲到(10 分鐘以內) 

____年_____月____日 □曠課(含遲到 10 分鐘以上)□病假□事假□公假  □遲到(10 分鐘以內) 

 □全勤 ____年_____月____日 □曠課(含遲到 10 分鐘以上)□病假□事假□公假  □遲到(10 分鐘以內) 

____年_____月____日 □曠課(含遲到 10 分鐘以上)□病假□事假□公假  □遲到(10 分鐘以內) 

 □全勤 ____年_____月____日 □曠課(含遲到 10 分鐘以上)□病假□事假□公假  □遲到(10 分鐘以內) 

____年_____月____日 □曠課(含遲到 10 分鐘以上)□病假□事假□公假  □遲到(10 分鐘以內) 

臨床指導治療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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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書面報告內容及格式 

壹、 小兒站見習報告內容 

I. 病歷的主要內容 

列出見習單位病歷所包含的內容(如見習單位之病歷無法借閱，請自行以一般醫院中病

歷格式與內容說明) 

II. 請描述在臨床所觀察到的治療工具、設備及活動 (至少 6 項) 

1. 名稱 

2. 形式(照片) 

3. 操作或執行方式 

4. 使用目的 

5. 適用之病人及診斷或適用時機 

 

III. 個案轉介流程 
敘述病人由門診和病房接受職能治療流程（須包含如何紀錄治療次數、申請給付、如何

取得病人病歷與病人轉介途徑）；機構/學校單位則敘述如何轉介(入學)的流程機制以及

政府補助情形。 
 

IV. 請描述兩名病人診斷及臨床特徵 (口頭報告時只需報告其中一位，但書面報告需兩位都

寫)(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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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 
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職能檔案 (職能檔案主要是用來幫助治療師了解個案的生活背景及個案或家長的想法或主

要關心的事情。職能檔案內容應包括個案的發展史、經驗、日常生活模式、興趣、價值觀及

需求等) 
2. 溝通表達能力： 
 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與人相處情形與行為表現（社交互動與情緒處理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粗動作能力（依照 PDMS_II 至少完成 8 個選項） 

動作／能力 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正常發展年齡 備註 
      
      
      
      
      
      
      
      

發展年齡： 
 

5. 精細動作能力（依照 PDMS_II 至少完成 8 個選項） 
動作／能力 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正常發展年齡 備註 

      
      
      
      
      
      
      
      

        發展年齡： 
 



 

16 

6. 認知能力（至少完成 5 個選項） 
認知 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正常發展年齡 備註 

      
      
      
      
      
      
      
      

發展年齡： 
 
7. 職能表現＿＿自我照顧能力 （至少完成 5 個選項） 

ADL 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正常發展年齡 備註 
      
      
      
      
      

發展年齡： 
 
8. 職能表現＿＿遊戲能力 （至少完成 5 個選項） 

play 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正常發展年齡 備註 
      
      
      
      
      

 
9. 職能表現＿＿學業能力 （至少完成 5 個選項） 

school 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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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感覺調節與動作運用問題（依照感覺統合臨床觀察評估

posture/BIS/somatodyspraxia/visual control/…...）或 發展協調障礙 （依照 Movement_ABC 
評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輔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其他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請描述治療師接觸這位小朋友方法 
 
 
 
 
14. 就以上評估列出病人主要問題與長短期治療目標 
 
 
 
 
15. 請記錄治療師治療病人之治療計畫與執行之治療活動並討論其所使用之參考架構 
 
 
 
16. 心得 
 

 
 
 
 
 
 

 
 
 
組別：___________ 
組員姓名及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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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生理站見習報告內容 

I. 請描述在臨床所觀察到的治療工具及設備 (至少 5 項) 
1. 名稱 
2. 形式(照片) 
3. 操作或執行方式 
4. 使用目的 
5. 適用之病人及診斷或適用時機 

II. 請描述在臨床所觀察到的治療手法，如 Burnnstrom 理論之 Rowing 手法 (至少 5 項)(此
項上學期見習報告即可，下學期見習者省略) 

 
1. 手法操作或執行方式 
2. 支持的理論基礎與出處 
3. 使用目的 
4. 適用之病人及診斷或適用時機 

III. 個案轉介流程 

敘述病人由門診和病房接受職能治療流程（須包含如何紀錄治療次數、申請給付、如何取

得病人病歷與病人轉介途徑） 
 

IV. 請描述病人診斷及臨床特徵 

1. 兩位神經疾病個案 (同一梯若分兩小站見習單位，得只報告一名神經疾病個案) 
一、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二、 年齡：_______    
三、 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CVA/SCI/HI/Parkinson/ALS/MS/others…) 
四、 發病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評估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六、 家人對病人的態度：十分支持________ 普通________ 不支持________ 
七、 病人與治療師的配合情形：良好________ 普通________ 不良________ 
八、 病人對周圍環境的適應情形：良好________ 普通________ 不良________ 
九、 溝通能力：良好  Aphasia (Broca's Wernick's Anomic)  Dysarthria 
十、 視知覺：正常____________異常（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 認知: 正常____________異常（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 生病前&目前職能角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 生病前&目前職能剖析 (說明個案目前一天典型的活動) 
十四、 目前價值觀&興趣 
十五、 ADL Barthel Index（可詢問家人或照顧者） 

Activity Score 

FEEDING 
0 = u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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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needshelpcutting,spreadingbutter,etc.,or requires modified diet 
     10= independent                                                                                                                                              

BATHING 
0 = dependent 

     5 = independent(or in shower) 

 

GROOMING 
0 = needs to help with personal care  
5 = in dependent face/hair/teeth/shaving (implements provided)                                                     

 

DRESSING 
0 = dependent 
5 = needs help but can do about half unaided 

     10= in dependent (including buttons, zips, laces, etc.)   

 

BOWELS 
0 = incontinent(or needs to be given enemas) 
5 = occasional accident 

     10= continent                                                                                                                                                    

 

BLADDER 
0 = incontinent, or catheterized and unable to manage alone 
5 = occasional accident 

     10= continent                                                                                                                                                    

 

TOILETUSE 
0 = dependent 
5 = needs some help, but can do something alone 

   10= independent(on and off, dressing, wiping) 

 

TRANSFERS(BEDTOCHAIRANDBACK) 
0= un able, no sitting balance 
5 = major help(one or two people, physical), can sit 

10= minor help (verbal or physical)        

     15= independent                                                                                                                                                

 

MOBILITY(ONLEVELSURFACES) 
0 = immobile or<50yards 
5 = wheel chair independent, including corners,>50yards 

10= walks with help of one person(verbal or physical)>50yards 

    15= independent(but may use an yaid; for example, stick)>50yards                                                          

 

STAIRS 
0 = unable 
5 = needs help (verbal, physical, carrying aid) 

   10= independent 

 

TOTAL(0-100)  

 
十六、 Motor Capacity Evaluation (依診斷選擇適當的項目評估) 

(1) 肌肉張力：（請依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說明） 
上肢: _________；下肢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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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runstrome stage:  

Upper extremity proximal part _________；Upper extremity distal part _______ 
Lower extremity proximal part _________；Lower extremity distal part _______ 
 

(3) Manual Muscle Testing  
(4) Sitting/Standing  Dynamic/ Static Balance) (依下表評分) 

 

Normal Static: maintain steady balance without handhold support (at least 15 seconds)  

Dynamic: accept maximal challenge and can shift weight easily within full range in all directions 

(nudged by the therapist anteriorly, posteriorly, and laterallyusing approximately 10 foot-pounds of force) 

Good Static: maintain balance without handhold support, limited postural sway 

Dynamic: accept moderate challenge; able to maintain balance while picking object off floor (8 foot-pound) 

Fair Static: maintain balance with handhold support; may require occasional minimal assistance   

Dynamic: accept minimal challenge; able to maintain balance while turning head/trunk (5 foot-pounds) 

Poor Static: require handhold support and moderate to maximal assistance to maintain position  

Dynamic: unable to accept challenge or move without loss of balance 

O’Sullivan, S.B. and Schmitz T.J. (2007).Physical 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5thed.).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mpany. p.254 

 
十七、 請描述輔具使用情形（如輪椅、助行器、支架、副木、或其他） 
十八、 請紀錄此病患之職能治療問題 (請至少寫出三個) 
十九、 請紀錄此病患之長期治療目標與短期治療目標（格式請依 FEAST、RUMBA、SMART

等方式撰寫，請至少寫出三個） 
 
 
 
 
 

二十、 請紀錄治療師治療病人的參考架構與配合之方法（以Ａ4 紙張補充、第十點中每一個

問題須有一個相對應之治療活動）(上學期見習者省略) 
 
 
 
 
 
 

2. 手外傷個案(至少一位，若於見習期間無法看到手外傷個案，需報告前一周告知蔡彬敏老師) 

問題 短期治療目標 長期治療目標 
   
   

   

參考架構名稱 治療活動 應用參考架構中的原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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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站見習看過的病歷中檢查報告 （打勾&列出診斷名稱） 
X 光 □看過；診斷: □沒看過 
電腦斷層掃描 □看過；診斷: □沒看過 
核磁共振顯影□看過；診斷:  □沒看過 
肌肉骨骼系統超音波 
其他(請註明) 

2. 本站見習看過的疾病類型及評估 
肌鍵修復手術： □看過；診斷:  □沒看過 
累積性傷害(如：de Quervain Syndrome / carpal tunnel syndrome..)□看過；診斷: □
沒看過 
關節炎： □看過；診斷:    □沒看過 
截肢： □看過；診斷:    □沒看過 
軟組織與關節傷害：□看過；診斷:  □沒看過 
傷害及後遺症（如 contracture, joint stiffness,…）：□看過；診斷:  □沒看過 
關節置換術：□看過；診斷:    □沒看過 
骨折：□看過；診斷:    □沒看過 
週邊神經受傷：□看過；診斷:    □沒看過 
燒燙傷: □看過；診斷:    □沒看過 
其他診斷(請註明)： 

3. 診斷相關知識:請說明手外傷診斷的相關知識(至少 3 種診斷) (下學期見習者省

略) 
4. 病例報告 (選擇一個病人，完整依序紀錄此病人) 

a. 病史 (姓名、年齡、填表日期、診斷 (fracture, tendon rupture, nerve 
injuries, …)、患病日期、進行手術) 

b. 生病前&目前職能角色 
c. 生病前&目前職能剖析 
d. 評估結果 (AROM、PROM、MMT、Sensation、Pain..等)  
e. 職能治療問題 
f. 長短期目標(至少各 3 個)  
g. 治療活動(至少 3 個) (上學期見習者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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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理站見習報告內容 

I. 病歷的主要內容 
列出見習單位病歷所包含的內容(如見習單位之病歷無法借閱，請自行以一般醫院中病歷

格式與內容說明) 
II. 團體治療活動帶領(須於活動帶領前與臨床指導老師討論可行性，帶領時需由臨床治療師

陪同進行) 
活動名稱﹑活動治療性目標、時間﹑地點﹑工具&活動材料﹑流程﹑可參予活動之個案條

件、主負責治療師名字與工作內容與角色﹑協同治療者名字與工作內容與角色﹑記錄者﹑

觀察者﹑病人參與狀況及職能表現﹑病人回饋、注意或改進事項 

III. 個案轉介流程 
敘述病人由門診和病房接受職能治療流程（須包含如何紀錄治療次數、申請給付、如何

取得病人病歷與病人轉介途徑）；機構/學校單位則敘述如何轉介(入學)的流程機制以及

政府補助情形。 

IV. 請描述一位病人診斷及臨床特徵 
1. 一般資料： 
2.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3. 年齡：__________________             
4.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5. 教育程度：__________________    
6. 婚姻狀況：__________________  
7. 首次發病年齡：__________________ 
8. 本次住院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9. 診斷：__________________  
10. 主要症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心性發展史： 
12. 家族史： 
13. 職業史： 
14. 評估結果： 
15. 日常生活功能評量： 
16. 注意力測驗： 
17. 手功能測驗： 
18. 其他： 
19. 活動觀察： 
20. 參考架構： 
21. 問題確認： 
22. 治療計畫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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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社區站見習報告內容 

I. 學校系統職能治療見習報告 
1. 機構名稱： 
2. 隸屬單位： 
3. 作業流程：： 
4. 組織架構： 
5. 個案種類與來源(敘述如何轉介/入學的流程機制以及政府補助情形)： 
6. 空間設備： 
7. 服務內容： 
8. 與個案互動方式： 
9. 職能治療師之角色： 
10. 評估模式與內容： 
11. 何謂個別教育計畫(IEP)? OT 在個別教育計畫中的角色： 
12. 何謂專業團隊? OT 在專業團隊中的角色： 
13. 見習學習過程與心得： 

 
II. 社區機構(心理或生理疾病)職能治療機構見習報告 

1. 機構名稱： 
2. 隸屬單位： 
3. 設立地點： 
4. 機構設立沿革： 
5. 組織架構： 
6. 機構服務內容： 
7. 個案種類及轉介流程(須包含如何紀錄治療次數、申請給付、如何取得病人病歷與病人

轉介途徑) 
8. 空間設備： 
9. 目前職能治療人力，及未來人力規劃: 
10. 職能治療服務之角色與服務內容： 
11. 此單位的服務提供模式屬於哪一種? (健康醫療或教育或社區與社會模式) 
12. 現階段法規與規章對此單位 OT 服務的影響有何? 
13. 專業團隊中包括哪些其他專業人員?其服務內容為何? 
14. 職能治療師是否需受團隊中其他人員督導?其內容如何? 
15. OT 在專業團隊中如何與其他專業合作?  
16. 你認為職能治療師在此領域應具備之特質為何 
17. 見習心得 
18. 請選擇一名個案詳述其病人之基本資料、病史、診斷與診斷相關知識、職能角色、職

能剖析、評估結果與職能治療目標與治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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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義守大學職能治療學系臨床見習評分表 

 

見習單位： □高醫 □高長庚 □高雄國軍醫院 □義大 

 □高榮總 □聖功醫院 □真善美家園 □慈惠醫院 

 □凱旋醫院 □小港醫院 □惠德醫院 □楠梓特殊學校 

 □龍華社區中心 □五龍發社區復健中心  □紅樓社區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見習站別：□生理□小兒□心理□社區(長照/復健機構或學校) 

梯次: □第一梯□第二梯 

 

評分項目        學生姓名 

 

   

觀察與評估能力 (30%)    

與個案或家屬對應得宜 (20%)    

見習態度 (30%) 
   

問題提出與討論 (20%)  
 

 

總成績    

 
實習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度: □非常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實習機構對實習生整體表現滿意度: □非常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評分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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