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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描述

（一）项目概要
1.工作内容

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指在考核选手在不同场合，包括医

院、家庭、长期照护中心以及日间照护中心直接为需要的人

群（包括个人及家庭）提供持续的、专业的健康服务的能力。

竞赛将模拟真实情景，需选手通过沟通、计划、评估、实施

和评价等，促进照顾对象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加强自

理和个人成长，延缓疾病发展或促进康复，并改善其生活质

量，使其整体照护需求得到满足。

2.工作标准

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竞赛中主要依据第 45 届世界技能

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竞赛范围，结合我国最常见疾病、

健康状态和健康需求，以及行业生产实际和院校教学实际规

范要求完成工作。

（二）能力要求
参赛选手需为 2002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思想品德优

秀，具备相应职业（专业）扎实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具有

较强学习能力、应变能力以及较好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一

定英语听说能力。比赛为英文交流、读写项目。

选手应掌握的基本工作能力的要求以及各项要求的权

重比例如下所示。

相关要求 权重比例（%）

1 工作组织和管理能力 5%

个人需要知道和理解：

—健康、安全、环保和卫生法规、指南、常规和相关文件；

—感染的风险及控制理论和方法；

—职业制服及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方法；

—照护物品和材料的选择、正确及安全使用、存放和处置原

则；

—正确和安全使用药物的理论和方法；

—时间管理和合理安排的原则；



2

—利用人体力学原则，工作时节力和自我保护的重要性；

—可持续性发展（例如，节约使用资源）的重要性以及环保

工作惯例；

—与其他从业者或/和其他人合作的重要性；

—加强自身职业持续发展的价值。

个人应能够：

—遵守健康、安全和卫生标准、规则和规章制度；

—采用合适的医疗用品和防范措施，防止感染；

—鉴别并使用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包括服装、鞋子等；

—选择并安全、有效/高效地使用和储存各种需要的物品和材

料；

—根据规范确保药物安全储存和使用；

—根据客户需要规划、计划工作，优化先后顺序；

—采用安全和符合人体力学的节力原则进行操作；

—正确处置医疗废弃物；

—与其他从业者以及其他团队人员高效合作；

—遵从最新的实践标准和法律法规，如安全移动、健康与安

全等。

2 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 25%

个人需要知道和理解：

—建立和维持客户信任的重要性；

—遵守照护相关的客户信息保密和隐私保护的规定；

—帮助客户从疾病中康复和自我成长，以及伴随疾病不断发

展和健康教育的方法与技术；

—在健康促进范畴内与客户达成共识的方法；

—解决误解、矛盾和冲突的方法；

—与认知障碍者的沟通和交流的技能和方法，如老年痴呆、

听力障碍；

—正确文书记录的重要性；

—专业地与客户及团队其他健康相关从业人员的互动方法；

—共同参与照护的其他同事和专业人员的角色、能力和要求；

—建立和维护高效率的工作关系的重要性。

个人应能够：

—对客户保持专业而敏锐的观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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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的行为方式，包括外表；

—与客户沟通中采用正确的方式，建立密切关系，包括开放

性的和闭环性的沟通方式；

—尊重客户的自主权，个体有权接受或拒绝照护，永远对客

户诚实；

—尊重客户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使用治疗性的沟通方法，包括：主动倾听、提问技巧、非

语言沟通技巧，以及恰当的健康教育技能；

—采用指导技术，让客户学会新的“生活技能”；

—使用专业的沟通方式与有理解和沟通障碍的客户进行交

流；

—以合理的方式与客户的家人进行专业和有效的沟通，确保

以客户的需求为中心；

—满足客户的自主性和需求，与同事、医疗人员、客户及其

家人协商，确保为客户提供正确的照护类型和照护等级；

—始终采用有效的语言和书写记录方式与参与照护的同事和

其他专业人员沟通；

—正确记录患者信息，文书格式正确，如“沟通手册”或患

者住院的护理病历/病程记录；

—在专业讨论中表述和呈现客户的情况及具体的案例。

3 解决问题、改革和创新能力 15%

个人需要知道和理解：

—在健康和照护工作中常见的场景和类型；

—常见的各种症状和引起问题的原因；

—当客户及其家庭成员不愿意就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时，分

析其原因以及应对方法；

—与客户合作、尊重其解决问题的愿望的重要性；

—密切、持续观察客户动态变化，及时发现客户未能意识到

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寻找创新的方法，提升客户生活质量，改善他们感受，如

提供支持和帮助，让客户能够回家后自我照护；

—掌握健康和社会照护领域的最新趋势和发展，确保为客户

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个人应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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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客户自身价值，了解客户兴趣爱好，对其性格有强烈

的兴趣和深刻的理解；

—获得客户的信心和信任，使他们愿意讨论自己的问题；

—帮助客户快速识别问题，采用“自我管理”的方法解决问

题；

—通过仔细的观察，反复提问和与客户结构性讨论，判断问

题的根源因素；

—按照客户的问题和需求，优化照护计划，注意轻重缓急；

—在处理客户问题的过程中，识别自己专业/权限的界限，并

转介给合适的同事或者专业人员；

—创造、发展并与客户协商“新的安全工作方法”来提高客

户日常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例如使用辅助设备来帮助活动；

—识别机会，预先主动提供方法，改善客户的照护方式，如

选择正确的时间进行讨论，更有效利用患者的生活环境。

4 评估需求和构建照护计划的能力 10%

个人需要知道和理解：

—生命周期及其发展规律；

—疾病的类型、范围和相关的治疗方法；

—客户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在各种日常生活情景下的健康、

社会照护和康复情况；

—关于人权、歧视和虐待相关的伦理与法律规范；

—与客户及其家人合作，准确判断客户需要的方法；

—营养状况和特殊饮食的要求；

—评估客户及家人相关能力的方法；

—财务考虑，例如预算限制。

个人应能够：

—仔细评估客户的环境和情境，准确判断客户的照护需要，

识别照护者自身角色的界限；

—评估客户和家人的照护能力；

—识别营养状态和需求；

—计划如何提供以客户为中心的照护；

—确保所需的资源能够帮助照护计划的实施；

—计划如何支持客户的康复；

—在实施照护前获得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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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寻求医疗专业人士帮助。

5 提供照护和照护管理的能力 35%

个人需要知道和理解：

—客户的整体需求以及所需要的照护能力；

—客户的行为模式及驱动因素；

—客户的疾病史和相关生活史；

—照护不同客户及家庭时，合作和灵活处理的重要性；

—利用各种方法鼓励客户学习新的技能，以提升信心和独立

性；

—根据自身教育水平，了解相应的解剖、病理、疾病和治疗

的知识方法；

—健康相关参数的正常值，如正常血压值；

—健康生活方式，以及如何采用积极方式予以促进；

—客户使用药物的目的和潜在副作用；

—潜在的安全风险；

—促进客户活动的方法，以及安全使用移动辅助设备的知识；

—虚弱、无法过多移动的客户存在的危险因素；

—将客户转介给同事或其他医疗人员的重要性，以及相关专

业的角色；

—哪些情况需要立即的紧急医疗救助。

个人应能够：

—促进和帮助客户的生理、社会和心理健康，照护和支持其

在疾病过程中康复、自我成长和不断发展；

—尊重客户，遵循照护过程中的法律和伦理的要求；

—为客户构建积极的、促进健康的环境，提供安全的照护；

—帮助客户满足清洁卫生的需求，并尊重和保护隐私；

—在照护中考虑和最大程度利用客户的自身能力；

—实施与文化背景习俗相适应的措施；

—在本专业的实践范畴内，完成相关医疗任务，如急救、伤

口护理、呼吸训练；

—监测各种健康相关参数，如血压、脉搏、体温、血糖、疼

痛、体重，并告知客户相关信息；

—针对客户的常见风险采取预防性措施，如压力性损伤、肺

炎和肢体挛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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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观察客户，迅速识别需要关注和医疗处理的新问题，

如压力性损伤；

—准确判断何时需要即刻医疗关注或帮助，采取紧急救护措

施；

—积极采取促进客户独立性的措施；

—在实践范畴和法规允许下，推荐和执行恰当的支持措施，

改善营养状况；

—教育客户并促进其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如规律性的运动、

停止吸烟；

—在实践范畴和法规允许下，指导客户正确使用常见药物并

了解、观察和预防副作用，如抗高血压药物、镇痛药物；

—在实践范畴和法规允许下，指导客户正确管理和存储药物；

—合理安排和调整计划，确保客户获得足够照护时间，得到

充分照护，避免匆忙；

—组织健康指导活动和康复锻炼活动，满足不同年龄组成员

客户的需求；

—结合客户自身资源促进活动，尊重客户的需求，提供充分

而恰当的移动技术；

—有效和高效地使用各种资源，提升客户的生活质量。

6 评价照护结果的能力 10%

个人需要知道和理解：

—定期回顾和评价照护情况、获取各方（包括客户）反馈的

重要性；

—结合客户的现状，预期能够达到的生活质量水平；

—改变/改善照护状况的可能性，例如可获得的资源；

—健康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最新发展；

—如何获得结果并进行评价。

个人应能够：

—通过充分和仔细的讨论，理解客户的视角和观点；

—从客户的家庭、同事和相关医疗人员获得更多信息；

—知晓如何让客户快乐，以及其对“幸福”的定义；

—仔细倾听客户的任何问题，积极反馈，努力提供解决策略；

—判断照护计划对客户的帮助程度；

—与客户及家人、同事和相关医疗人员协商，就照护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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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题及评分标准

（一）试题及操作比赛内容
1.试题产生

命题流程按照开封市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要求

的命题方式进行。赛前由技术工作组结合承办地物料准备情

况命制样题并公布。

公开试题包括：竞赛试题（参照附件 1）、样题及评分

标准（参照附件 2）、物料清单（参照附件 3）。

不公开内容包括：样题以外的评分细则、标准化病人脚

本等。

2.操作比赛包含以下 2 个模块,各模块分别抽取 1 个案

例进行比赛：

模块一——医院

模块二——日间照护中心

（二）比赛时间及试题具体内容
1．比赛时间安排

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每名选手比赛总时间为 86 分钟。

实际技能操作竞赛依据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标准，

选择医院和日间照护中心 2 个竞赛模块，分别在相应的场景

中进行。根据给出的相应场景中的“案例描述”，在“标准

化病人”配合下，选手分别完成规定的“实践任务”以及相

应的“文字表达任务”。每个案例“实践任务”部分 20 分

钟（不包含熟悉场地的 3 分钟），物品准备在实践任务环节

时间内进行；“文字表达任务”的时间为：“照护计划”20

分钟。实践中的记录由选手安排时间，包含在“实践任务”

中。各模块比赛时间和分数见下表。

修改达成共识；

—记录评价的结果；

—根据可获得的资源，制定改进的行动计划；

—报告和记录可能存在的任何方面的顾虑和问题；

—对客户的反馈进行反思，并评价自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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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编号 模块名称 比赛时间 分数

模块一 医院 43 分钟 50

模块二 日间照护中心 43 分钟 50

合计 86 分钟 100

2．操作试题内容

（1）模块一说明——医院

主要考核：Pneumonia、SubduralHematoma

本模块重点评估在医院场景下，患者的健康和社会照护

需要及选手完成相关任务的能力。一般选择在医院场景下最

常收治的患者，进行基本情况的描述，并设定需要完成的任

务。由选手制定照护计划，对患者进行整体评估，根据需求

完成相应的任务，例如疼痛的评估和相应的处置，各种常见

并发症的预防，包括肺部感染、协助移动、出院指导或心理

支持等；在此过程中加强沟通和人文关怀、对患者进行健康

教育、解答问题和评价照护的效果；最后选手根据照护过程

制作健康教育资料或者总结、反思，展示选手对于住院患者

的整体照护能力，特别对于疾病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

握，以及人文沟通、健康教育、临床应变、灵活创新等综合

专业素养。

（2）模块二说明——日间照护中心

主要考核：Type1 Diabetes、Parkinson’s Disease

本模块重点评估在日间照护中心，客户的健康和社会照

护需要及选手完成相关任务的能力。服务对象由于某种原因

到访日间照护中心，要求解决健康和社会照护相关的问题。

根据案例描述和任务要求，由选手制定照护计划，对客户进

行整体评估，根据需求完成相应的任务，例如血压、血糖监

测等健康相关参数的测量，伤口换药，对客户进行相应治疗

方法的指导，包括用药、胰岛素注射等。在此过程中加强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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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人文关怀，对客户进行健康教育，解答问题，并评价照

护的效果；最后选手根据照护过程制作健康教育资料或者总

结、反思，展示选手对于日间照护中心的客户的整体照护能

力，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人文沟通、健康教育、

临床应变、灵活创新等的综合专业素养。

（三）评判标准
1.分数权重

本次评分规则参照世界技能大赛评分规则执行。本项目

评分标准为测量和评价两类。凡可采用客观数据表述的评判

称为测量；凡需要采用主观描述进行的评判称为评价。

（1）评价分（主观）

评价分分为四个等级，3 名裁判为一组，各自单独评分，

计算出平均权重分，除以 3 后再乘以该子项的分值计算出实

际得分。裁判相互间分差必须小于等于 1 分，否则需要给出

确切理由并在组长或裁判长的监督下进行调分。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 各方面均低于行业标准，包括“未做尝试”

1 达到行业标准

2 达到行业标准，且某些方面超过标准

3 达到行业期待的优秀水平

样例： 操作主观评价

权重分值 操作要求描述

0 整体的操作过程生疏、刻板、不流畅

1 整体的操作过程基本熟悉，比较自然流程

2 整体的操作过程熟练，自然、流畅

3 整体的操作过程非常熟练，非常流畅，具有美感

（2）测量分（客观）

测量分包括满分或零分、满分中扣除、从零分开始增加

三种评分方式，裁判在裁判组长带领下根据选手完成情况和

评分标准进行判定打分，样表如下。



10

类型 示例 配分
正确完成得

分

未完成得

分

满 分 或 零

分
疼痛评估方法正确 2 2 0

从 满 分 中

扣除

移动髋关节置换患者步骤

正确，每错误一次扣 0.5，

扣完为止

3 3 0-2.5

从 零 分 开

始加

健康教育的元素，每提到

一个关键点得 0.5，最高 3

分

3 0.5-3 0

2.评分表制定原则

根据试题具体情况制定评分表时可参考以下原则：

（1）评分点分布要均衡，以得分计算总分（不要以扣

分计算）。

（2）得分项要细化配分要精确，每小项配分不宜过高。

（3）不应出现因某项配分过大直接影响总成绩或比赛

结果，通常不设否定项。

（4）操作技能评分标准参照历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

社会照护项目评分标准制定。

（5）成绩并列时，依次以模块一、模块二的分值决定

名次顺序。

3.评判方式

（1）评判流程

在各个模块中，动手操作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现场过程

评分，文字部分在选手完成后递交，裁判根据结果进行评分；

倒计时为 0 即停止比赛，未完成部分不得分。评分过程中，

裁判在旁观察，不得干扰选手，不可提问或者参与比赛过程。

裁判可以询问标准化病人的结构性反馈，但标准化病人不直

接打分。

（2）评判方法

评分时，每个案例 50 分，包括一份计划（10）、实践

部分（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分为主观分（5）和客观分（包

含文书记录）（35）。总共 2 个案例，总计 100 分，形成

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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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模块设置若干个评分组，每组评分由 3 名裁判共

同执行。

 每个组设一名组长，带领所有裁判一起商议，在对该

选手在该项中的实际得分达成一致后最终只给出一

个分值。如不能达成共识，由裁判长予以协调并最后

决定。

 评分采用纸质版评分表，所有裁判完成工作签名后，

由登分员输入电脑系统进行统计。

三、竞赛细则

（一）工作要求
1．选手工作要求

（1）赛前熟悉比赛技术规则，积极锻炼身体，调整好

心态。

（2）提前报到，熟悉适应赛区环境、住宿、饮食和交

通等。

（3）参赛选手在比赛期间实行封闭管理，接受工作人

员的安全检查和行动指引。

（4）比赛前一天，参赛选手到赛场熟悉场地环境和设

备耗材。

（5）比赛期间，全身心投入各模块比赛，展现最好的

竞技水平和职业风范。

2.专家组成员工作要求

（1）技术专家组及第三方裁判员由大赛组委会遴选确

认，竞赛的技术工作由技术专家组负责。

（2）本次选拔赛具体裁判人员由裁判长根据赛前裁判

培训情况，以及实际评判工作需要在赛前确定。

3.裁判员工作要求

（1）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严格执行公平、公开、公正

的原则。

（2）必须严格遵守竞赛纪律，保守竞赛秘密，以大局

为重、有较高的责任心。

（3）须具备本专业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强的操作技能。



12

（4）需对本项目的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有较深的了解。

（5）必须按时参加组委会组织的赛前裁判员培训后方

可执裁。

（6）应服从竞赛组委会的统一管理，完成好裁判长委

派的各项工作任务。

（7）裁判员在工作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机、录像

机等设备，否则取消裁判资格。

（8）裁判与选手不能进行交流，竞赛时如有选手提出

问题，必须有 2 名及以上裁判在现场。

（9）参加赛后的总结表彰大会。

（二）纪律要求
1．选手赛场纪律

（1）参赛选手应按照技术文件和考核项目试题要求，

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

（2）选手在比赛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机、录像机

等设备，不得携带和使用自带的任何存储设备。

（3）本项目比赛服装和鞋帽不得提供参赛方的信息，

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也不能披露参赛单位和真实姓名等身份

信息。

（4）比赛分组由所有选手在场共同抽签决定，并抽取

当日比赛顺序。赛场进行比赛全程录像，用于争议的协调和

解决。

（5）选手在比赛前熟悉场地时，所在参赛队裁判可陪

同，并提供充分的时间进行实物操作和训练。

（6）在比赛前，还有 3 分钟时间熟悉适应场地，但不

得触碰物品或进行任何操作。如果选手在 3 分钟内完成熟悉

和适应场地，可以申请提前结束并开始正式比赛。

（7）比赛从选手敲门开始计时，自选手离开场地结束；

现场发现有误，如发现任何原因导致的提前计时或提前结

束，应立即向裁判说明情况；比赛结束前 5 分钟裁判举牌进

行提醒；计时满后，由裁判宣布比赛时间到选手比赛结束，

选手需停止竞赛并在志愿者指引下离场。

（8）比赛中不得向裁判提问或要求帮助；如遇特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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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设备故障，或者影响比赛进行的问题，选手可举手示

意，可向裁判组申请暂停比赛；裁判员先暂停比赛时间，然

后听取陈述，共同商量后给予解决方案；如属于选手个人理

解问题，请告知选手按照实际情况尽你所能进行下去，然后

比赛继续。

（9）比赛开始后，所有选手不可离开赛场，需要在等

候室等待，如有事必须离开，应请假并由工作人员陪同，速

去速回；完成当日比赛的选手，也需在等候室等待，到当日

比赛全部结束后，方可一起离开。等待期间，不可阅读与专

业相关的书籍资料，不可讨论与比赛相关的话题。但可以从

事允许的娱乐方式活动，如课外书籍、游戏等。

（10）本次比赛不设置备物环节，所有所需物品均摆放

在场地内，以实物为准。裁判员指导工作人员承担赛场准备

和复位工作，包括计时，实行组长负责制。场地设计中的备

物房间用于储存备用物资。

（11）如选手因个人原因导致比赛中断或者不能参加比

赛，裁判员将在旁陪伴或给与照护，直到比赛可以继续；但

不给予补时，不得调换选手顺序；如超过原定比赛时间，视

为比赛结束或者弃赛。

（12）竞赛过程中因违反安全操作要求造成设备或人身

安全事故者，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2．裁判纪律要求

（1）裁判员在比赛前参加培训，并签署《开封市第一

届技能大赛竞赛行为规范承诺书》。凡未参加赛前培训、未

签署《开封市第一届技能大赛竞赛行为规范承诺书》的，不

得从事执裁工作。

（2）裁判员必须服从裁判长和模块裁判组长的领导，

依据评分标准和评分细则，公平、公正、真实、准确地完成

竞赛评分工作。

（3）裁判员早上开始工作后当天封闭管理。在正式裁

判工作期间，进入场地或离开场地，不许携带任何纸质与电

子记录的工具；在比赛期间与休息时间，包括午间吃饭休息

时间，不能在当天比赛开始后未结束前与任何非本模块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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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非裁判选手（口头与书面）交流；如需离开裁判工作

场地，必须向模块组负责人请示，在得到批准并有人伴随的

情况下才能离开。

（4）裁判员必须携带裁判员胸牌，仪表整洁，举止文

明、礼貌，接受监督人员的监督。执裁时不可佩戴胸牌。

（5）遵守职业道德，文明裁判。保守大赛试题秘密，

严肃赛场纪律。

（6）严格遵守比赛时间规定，不得擅自提前或延长选

手比赛时间。

（7）严格执行比赛规则，除应向参赛选手宣读竞赛须

知外，不得向参赛选手暗示或解答与竞赛有关的内容。

（8）竞赛过程中出现问题或异议，服从裁判长裁决，

避免参赛选手和相关人员发生争执。

（9）保守竞赛秘密，未经组委会正式许可公布成绩和

名次前，裁判员不得私自与参赛选手或选手派出单位联系，

不得透露有关比赛的任何信息及情况。

（10）坚守岗位，不迟到、早退，无特殊情况不得在竞

赛期间请假。

（11）裁判员要提醒选手注意操作安全，对选手的违规

操作或可能引发人身伤害、设备损坏等事故的操作应立即制

止并向现场负责人报告。

（12）裁判员有违反比赛纪律，由裁判长确定立即停职

工作，由候补裁判替代。

四、赛场设施、设备安排

（一）赛场布局要求
场地主要分为：医院、日间照护中心 2 个场景，1 个照

护计划书写区，另设裁判、标准化病人、登分、材料储存等

工作区和选手休息、候考区域。场地布局有：水、电、电缆

走向、数据线分布等要求；所有的区域保障参赛人员的饮水、

零食、坐位、卫生间需求等。场地比赛用常用办公设备：计

算机、打印机、计时器、桌椅、办公用具和材料等。

（二）场地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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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计划
书写区

储物区 医院 休息区 日间照护中心
SP 化妆间/储物

区

过道

茶水间
工作人员
休息室

裁判工作区 核分室 仲裁区 裁判会议室

备注：候考区及选手休息区在 4A区

（三）赛场提供的器件及耗材
根据世赛物品清单及竞赛题目要求，以及采购的实际能

力，提交和落实物品要求（详见附件 3）。

设备和物品验收：裁判组在赛前确认设备和物品是否符

合要求；确认设备和物品数量是否正确；确认比赛设备和物

品的功能和性能是否可以满足比赛的需要；以及是否可以及

时更换不符合要求的材料；应急预案准备（含备用设备、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等）。

选手无自备的设备和工具要求，决赛场地禁止自带使用

的设备和材料。

赛场禁止携带物品清单

序号 设备和材料名称

1 手机等通信设备

2 移动存储设备

3 任何与竞赛内容相关的物品和资料

五、安全、健康要求

竞赛的安全目标——事故为零。

（一）选手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1）参赛选手严禁在赛场区域内吸烟和私自动用明火，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2）禁止选手及所有参加赛事的人员携带任何有毒有



16

害物品进入竞赛现场。

（二）赛场必须留有安全通道
必须配备灭火设备。赛场应具备良好的通风、照明和操

作空间的条件。做好竞赛安全、健康和公共卫生及突发事件

预防与应急处理等工作。

（三）医护人员药品的配备
竞赛现场必须配备必要的医务人员药品。

（四）赛场安全
1.竞赛组委会须检查、消除赛场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做

好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预案。

2.竞赛过程中，赛场内的工作人员有责任对选手的操作

安全进行监护，发现问题及时制止，避免发生人身或设备安

全事故。

3.竞赛过程中，裁判及工作人员有责任对选手使用的设

备安全进行监护，发现问题及时制止，避免发生设备损坏。

（五）疫情防控
按照开封市疫情防控的要求和开封市第一届技能大赛

组委会的具体防控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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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开封市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测试项目

Health and Social Care

Test Project

2022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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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1

Module’s Name Module’s Description
Hospital

Setting

Planning

There is one patient you must care for today. You have 20 minutes to plan your

work for this patient.

•Create a written plan of the tasks you must do today.
•Put some time frame to the tasks.
•Put each task of Project Test in logical order.
•Write down important goals-next to each task.
•The goals are mostly patient-centered.

Hospital Setting

Case name:

Pneumoina

This is the patient you need to care for.

Mrs. Da Silva, aged 73, is fairly independent and lives at home by herself.
She had a viral infection and fever of 38℃ last weekend. Last night, she fell
whilst going to the bathroom as she felt giddy and weak.She was not able to get
up by herself and was found by her daughter in the morning when she came to
see why her mother was not answering her phone. Mrs. Da Silva sustained
several bruises and an abrasion on the lateral side of her lower right arm.

On admission to the hospital, she is diagnosed with pneumonia. She is
prescribed antibiotics, 4-hourly monitoring, dressing for her abrasion.

Now it’s 8:00 in the morning. Mrs.Da Silva is in her room. Nurse had
already changed her wound.. You are her care giver Lisa today..You have 20
mins for the following tasks:

 Monitor vital signs

 Educate in deep- breathing exercises and Spirometer

 Educate her about fall prevention and teach how to get up safely after
falling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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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2

Module’s Name Module’s Description
Hospital

Setting

Planning

There is one patient you must care for today. You have 20 minutes to plan your

work for this patient.

•Create a written plan of the tasks you must do today.
•Put some time frame to the tasks.
•Put each task of Project Test in logical order.
•Write down important goals-next to each task.
•The goals are mostly patient-centered.

Hospital Setting

Case name:

Subdural

Hematoma

This is the patient you need to care for.

Mrs. Klein is 72 years old who suffered an acute subdural hematoma with
contusion. S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72-year old husband. She has a son and a
daughter but neither lives near her home. She had been admitted to
neuron-medical ward because she fell 3 days ago. When she arrived to the
hospital, she was orientated. Her left leg had mild weakness. She has wounds on
the elbow and parietal side of head. Today she is in a good condition and ready
to go home.

Now it’s 8:00 in the morning. Mrs. Klein is in her room. Nurse had already
changed her wound.. You are her care giver Chris today. You call her Klein. You
have 20 mins for the following tasks:

 Measure orthostatic blood pressure

 Make sure the walking of Mrs. Klein is safe

 Educate her about quitting sm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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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3

Module’s Name Module’s Description
Day Care

Setting

Planning

There is one patient you must care for today. You have 20 minutes to plan your

work for this patient.

•Create a written plan of the tasks you must do today.
•Put some time frame to the tasks.
•Put each task of Project Test in logical order.
•Write down important goals-next to each task.
•The goals are mostly patient-centered.

Day Care

Setting

Case name:

Type 1 Diabetes

This is the patient you need to care for.

You has a client Lily, aged 21 today. She is newly diagnosed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nd requires subcutaneous insulin injections three times a day. Lily is
also required to monitor her own blood glucose level. Lily will be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this summer and does not think she has a health problem. Mrs.
Mark is concerned about her daughter’s disease.So she helped Lily make an
appointment for day care center.

Now it’s 14:00 in the afternoon. Lily comes alone. You are her care giver
Laura today. You have 20 mins for the following tasks:

 Teach and demonstrate Lily:

-Self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Insulin injection

 Teach Lily about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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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4

Module’s Name Module’s Description
Day Care

Setting

Planning

There is one patient you must care for today. You have 20 minutes to plan your

work for this patient.

•Create a written plan of the tasks you must do today.
•Put some time frame to the tasks.
•Put each task of Project Test in logical order.
•Write down important goals-next to each task.
•The goals are mostly patient-centered.

Day Care

Setting

Case name:

Parkinson’s

Disease

This is the patient you need to care for.

Mr. Johnson was diagnosed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about one year ago
and was prescribed Tab. Sinemet three times a day. He is generally well but he
does require assistance from his wife with his daily routine as he has fine
tremors and slowness of movement with rigidity. Mrs. Johnson is hospitalized
for ulcerative colitis surgery and was expected to be hospitalized for at least one
week. Mr. Johnson is feeling helpless as his wife is hospitalized and he is
depending on a part time helper with his daily routine.

Now it’s 10:00 in the morning. Mr. Johnson is waiting for you in your
clinic room. You know each other well. Your name is Susan. You always call
him Johnson. You have 20 mins for the following tasks:

 Teach Mr. Johnson the range of motion (ROM) exercises

 Demonstrate and assist Mr. Johnson how to walk with a Zimmer frame

 Show him how he can use some assistive devices for more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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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样题

Module’s Name Module’s Description
Hospital

Setting

Planning

There is one patient you must care for today. You have 20 minutes to plan your

work for this patient.

•Create a written plan of the tasks you must do today.
•Put some time frame to the tasks.
•Put each task of Project Test in logical order.
•Write down important goals-next to each task.
•The goals are mostly patient-centered.

Hospital Setting

Case name:

Knee

Replacement

This is the patient you need to care for.

Joan Ferreira is a 65-year-old male. He presented to emergency room with
increasing pain in his right knee, which prevented him from doing his daily
activities. He had tried many different pain medications with minimal benefit.
Mr. Ferreira diagnosed of osteoarthritis, which required total knee replacement.
His operation was done two days ago. His dressing has been changed this
morning. Mr. Ferreira reported severe pain in operated site and refused to
ambulate.

 Assess his pain and give pain medication according to physician’s order.

 Perform deep vein thrombosis prophylaxis.

 Instruct the patient how to prevent pneumonia.

 Encourage patient to ambulate. Move from bed to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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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分表

Marking form (Sample)
Test

Project： Health and social care

Scores： Knee replacement-Plan（20%）+Practice（70%）+Judgement（10%）
Aspect
Type

M = Meas
J=Judg

Aspect - Description Max
Mark

1 Plan 10
M1 Written Plan includes all the tasks 3
M2 Written Plan includes time planning 1
M3 Goals are named 2
M4 Goals are patient-oriented 3
M5 Written plan has the name of the competitor/Country on, single page 1
2 Practice of Knee Replacement Care 35

M1 Greet patient properly
Explain the purpose and get agreement
before any procedure or touch the
patient

1

M2 Confirm the identity of the
patient

Identify patient with two IDs by
checking wrist band or asking. 1

M3 Check vital signs of the
patient

1.bloodpressure:①cuff position;②
cuff tightness;③position of artery.
miss one, no score.

3

M4 Assessment of patients pain
level

Assess the pain of the patient with the
VAS /NRS 1

M5
Give pain med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doctor's
prescription

Check the right dosis and explain it to
patient ; Check the prescribed dosage
on the doctors prescription.
miss one, no score.

2

M6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ain
medication Example: It can reduce your pain. 1

M7 Perform deep vein thrombosis
prophylaxis

1. Educate on method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prophylaxis;
2. Frequency of exercise.
miss one, half score.

3

M8 Move patient from bed to
chair

Instruct correctly,
Any mistake, no score. 3

M9 Emotional support and
education

Validate client's feeling; show
empathy; encourage patient or give
advise, etc.
minimal 3 aspects.

2

M10 Instruct the patient how to
prevent pneumonia

Instruct for precautions at home, for
example: Keep nutrition; appropriate
exercise.
3 point or more, full score. 2 piont,
half score. 1 point, 0.5 score.

3

M11 Maintain proper body Safe and ergonomic working pract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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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s when performing
procedures

Moving patient or heavy things use
section force principle, posture and
position right.

M12
There are innovations and
new effective methods in the
process

There are innovations and new
effective methods in the process.
Meets the latest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and the client needs. Any
item meet, full points.

2

M13 The process is natural and
orderly; All steps completed 2

M14 Ask open ended questions and
use close-loop communication 1

M15 Patient’s right and respect Protect patient's privacy 1

M16
Manage the conflicts or
difficult issues raised by the
patient

2

M17 Hygienic principle Maintain hygienic principles; Use
protective material properly 1

M18 Risk management and patient
safety

Pay attention to the patient's safety risk
or potential complications and give
action or advice/guidance, etc.

1

M19
Is there any violation of laws,
regulations, conventions,
standards, etc.

1

M20 Documentation 2

3 Judgment Judge
Score 5

J1 Professional attitude

0 The overall operation process is
rusty, rigid and not fluent

1

1 The overall operation process is
basically fluent and natural

2 The overall operation process is
skilled, natural and fluent

3
The overall operation process is
very skilled, fluent, with
aesthetic feeling

J2 communication

0

Can't communicate with client
fluently, can't ask and answer
appropriately, can't catch the
information or give correct
responds.

11

Can communicate with clent, and
can ask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but not be in a very proper way,
and need to be more active and
timely.

2

Communicate in a fluent and
natural way.Can pass the key
information correctly and
appropriately. Show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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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skill.

3

Show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during the practice,
exchang information very well,
and make the atmosphere natural,
fluent, efficient, etc.

J3 Nursing expertise

0
Can't show nursing expertise, and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nursing
during the practice.

1

1 Can fulfill each task and reach
the basic requirements.

2

Show good undertanding of
nursing expertise and practice
following these routine and
common sense. Be quite
professional.

3

Show deep understanding of
nursing expertise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 in a very
professional way.

J4 problem-solving ability

0

Practice in a fix and rigid way,
and can't respond to current
situation. Be lack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1
1

Can respond to the different
situation, and seek solution or
support. Can deal with basic
issues in pratice.

2
Can respond to difficult situation.
Show how to deal with the
conflicts.

3

Respond to the conflicts and
difficulties flexibly, and solve the
problem in a good way with
expected outcomes.

J5
Humanistic care

0

Neglect client's emotion and
attitude, pay no attention to
client's situation. Finish tasks
without empathy.

11

Can notice the client's emotion,
expression and requirement, but
can't respond very well during
fulfilling the tasks.

2

Pay attention to client's emotion,
attitude and clinical situation,
and meet client's requirement
actively with quite good support
and sons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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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ways observe and care client's
situations, show strong empathy,
provide helpful support, and
comfort client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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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开封市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健康和社会照护赛项设施设备物品清单

Hospital setting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1 病床 电动可升高 张

2 床垫 与床配套 个

3 床单、枕头、枕套、被子、被套 与床配套 套

4 床头柜 与床配套 个

5 床尾桌 可升降 张

6 病房用床旁椅 把

7 呼叫铃 个

8 生活垃圾桶 个

9 医疗垃圾桶 个

10 治疗车 个

11 治疗柜 个

12 弯盘 不锈钢材质 个

13 锐器盒 5L 个

14 护理表 个

15 一次性口罩 50 只/盒 盒

16 一次性橡胶手套 100 只/盒 盒

17 生活垃圾袋 与生活垃圾桶匹配 若干

18 医疗垃圾袋 与医疗垃圾桶匹配 若干

19 手部消毒液 500ml 瓶

20 无菌纱布 5x7cm，两片装 包

21 消毒棉签 5只/包 包

22 医用酒精 100ml/瓶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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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听诊器 常规 个

24 电子血压计 个

25 水银血压计 个

26 血氧饱和度仪 个

27 电子体温计（耳温） 个

28 三球式呼吸训练器 个

29 呼吸震动排痰器 个

30 口香糖 个

31 戒烟贴 个

32 框式助行器 个

33 拐杖 四脚单拐 个

34 绿植、装饰花 组

35 纸巾 3层*200 抽/包 包

36 水壶 常规 套

37 一次性水杯 个

38 笔、记录纸、记录板、尺子 套

39 各类文书，表格 套

Day care setting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1 诊疗床 90*180CM 张

2 诊疗桌 张

3 椅子 把

4 生活垃圾桶 个

5 医疗垃圾桶 个

6 治疗车 辆

7 治疗柜 个

8 护理表 个

9 一次性口罩 50 只/盒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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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次性橡胶手套 100 只/盒 盒

11 一次性垫单或铺巾 个

12 生活垃圾袋 与生活垃圾桶匹配 个

13 医疗垃圾袋 与医疗垃圾桶匹配 个

14 手部消毒液 500ml 瓶

15 无菌纱布 7.5x7.5cm，两片/包 包

16 消毒棉签 10 只/包 包

17 医用酒精 100ml 瓶

18 听诊器 个

19 电子血压计 个

20 水银血压计 个

21 血氧饱和度仪 个

22 电子体温计（耳温） 个

23 采血笔 个

24 采血针 与采血笔配套 个

25 一次性可回弹采血针 26G 个

26 锐器盒 5L 个

27 血糖试纸 50 片/盒 盒

28 胰岛素笔 诺和笔 个

29 胰岛素 与胰岛素笔配套 支

30 注射用胰岛素针头 与胰岛素笔配套 个

31 酒精棉片 75%酒精，50 片/盒 盒

32 医用酒精 100m l 瓶

33 消毒棉签 10 只/包 包

34 框式助行器 个

35 拐杖 四脚单拐 个

36 康复工具套装 硅胶材质 套

37 普通餐具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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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吸盘碗 个

39 易握水杯 个

40 普通水杯 塑料材质 个

41 一次性吸管 个

42 开瓶器 硅胶材质 个

43 果酱 瓶

44 绿植、装饰花 组

45 书架 个

46 杂志 本

47 纸巾 3层*200 抽/包 包

48 水壶 常规 个

49 一次性水杯 个

50 笔、记录板、记录纸、尺子 套

51 各类文书，表格 套

注：以上物品不限定品牌，根据实施保障单位的现实条件并确保达到功能要求，予以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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