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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達帶動醫院建築外觀宏偉、設計獨特，能營造醫院特色，亦兼顧舒適安全，

醫材器械更是日日推陳出新，但這樣，尚無法營造出一個正向執業環境。

正向執業環境具備的特質，還需要全院夠專業、人力資源充足、管理好、職訓教育，

且一定要照顧到同仁的健康安全；

一個正向的執業環境，應該能像一塊磁石一般，發揮吸引力，

能夠吸引人，願意來這裡工作，能夠吸引人才，願意留在這裡發揮良能。

慈濟護理的正向執業環境，在同仁心中評價如何？

且從慈濟六院同仁的回答中解讀探討，也看看院方及主管機構盡了哪些努力，

讓接下來的方向更有施力點。

選擇護理為職涯，是一個正確的人生方向，

期待職場環境能讓更多人加入護理行列，甚至全部優秀的護理人留下來，

共同提昇臺灣護理的榮光……

A Blissful Fine-quality Workplace – 
to Build a Positive Practic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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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護理人員在五年後極可

能繼續留在崗位的只有 33% ！而且

還是全球倒數第二名！」臺灣護理

學會在 2009 年 12 月 22 日舉辦記

者會發表國際護理學會 (ICN) 的跨國

調查報告，呼籲政府重視護理人力

的問題，報告的內容讓我們陷入一

陣省思，也不知道大家看到這樣的

報告心裡怎麼想？是很認同還是很

懷疑？已經很缺人了，又被揭露對

現況很不滿的數值；如果缺人，工

作環境又不能留住人，不用太久，

不就沒有護理人員了？！

同時為了呼應 ICN 在 2007 年至

今提倡「正向職業環境」(Positive 

Practice Environments)，讓我們想

一探，慈濟醫院到底算不算正向職

業環境？還有什麼可以努力的，能

讓人才留住？又能順利招募人才？

全球人力荒 志在護理新人少

根據第 125期臺灣護理會訊發布

的資訊以及 ICN 的全球護理人員現

況大調查 (Nurses in the workplace: 

expectations and needs) 官 網 上

的 簡 報 摘 要 (http://www.icn.ch/

congress2009/presentations/M30_

DECOLA_HALL5-6/index.html)，調

查全球 11 個國家：拉丁美洲的哥

倫比亞、巴西，北美洲的美國、加

拿大，歐洲的英國、葡萄牙，非洲

的南非、肯亞、烏干達，亞洲則是

以日本和臺灣為代表，各國約兩百

人採一對一面談，總計 2,203位護

理人員受訪，其中的護理人員包含

醫院與非在醫院工作，調查時間從

2009年 4月 10日到 5月 28日。調

查結果是：臺灣護理人員的工作滿

意度最低，認為工作重、薪資及福

利不佳、缺乏認同感，認為五年後

「非常有可能」留在崗位服務病人

比例是 33%，僅高於南非。報告中

也再次確認「人力欠缺」是全球護

理所面對的最嚴重問題……

臺灣同樣壟罩在人力欠缺的困境

中，而且，出生率的降低讓未來的

狀況雪上加霜！ 2010年度出生人數

比2009年減少2.4萬人。這意味著，

未來學校學生減少，老師工作不保；

但醫院卻是因為長者人口增加，醫

護人員的需求也相對的大幅增加。

全球健康照護面臨的挑戰與日俱增，

所以 ICN 才會力促改善職場環境，

讓醫療職場吸引護理人員的服務與

願意留任。

根據衛生署 2010年 12月調查護

理人員的執業率只有 59.28%，但新

進人員的離職率一年高達 57.7%，

全臺灣的護理學校每年不到 8,000

位畢業生，可能不到 4成選擇在醫

院裡從事護理工作，背後的原因許

多，也有很多值得努力的空間！

參考全球指標  本土評值八構面

在 ICN 針對「正向執業環境」

的定義包含五個面向：專業認

■ 文／王淑貞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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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有 效 的 臨 床 管 理 實 務 (effective 

management practices)、人力支持

架構 (staff support structures)、教

育機會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職 業 健 康 和 安 全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並不只是針對硬

體的環境，而包括了相關的醫院管

理、人力資源、教育訓練等等。  

為了了解慈濟醫院是否足以稱為

一個「正向職業環境」，此期封面

故事在參考 ICN 的報告摘要後，還

是決定參照本土留任計畫研究的八

大構面來進行問卷調查，以其數值

為比較基準。

在 2008 年衛生署委託中華民國

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 全聯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男 24 1.9%

女 1,254 98.1%

合計 1,278 100.0%

護理職級 人數 %

N 441 34.5%

N1 272 21.3%

N2 370 29.0%

N3 133 10.4%

N4 62 4.9%

合計 1,278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護士 1,012 79.2%

副護理長 43 3.4%

護理長及以上 87 6.8%

個管師
(含其他功能小組) 

48 3.8%

專科護理師 88 6.9%

合計 1,278 100.0%

工作單位 人數 %

內科 268 21.0%

外科 253 19.8%

急重症 278 21.8%

小兒婦產 114 8.9%

社區 38 3.0%

功能小組 32 2.5%

透析室 38 3.0%

其他 257 20.1%

合計 1,278 100.0%

學歷 人數 %

專科 191 14.9%

學士
(含在職進修)

1,016 79.5%

研究所以上
(含在職進修)

71 5.6%

合計 1,278 100.0%

婚姻狀況 人數 %

未婚 847 66.3%

已婚 410 32.1%

離婚 19 1.5%

喪偶 2 0.2%

合計 1,278 100.0%

居住地 人數 %

醫院宿舍 402 31.5%

租房子 279 21.8%

自家 597 46.7%

合計 1,27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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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辦理護理人員留任措施輔導計畫

(www.doh.gov.tw/ufile/doc/04_ 護

理人員留任措施輔導計畫 .pdf)，針

對留任率較低的醫院提出輔導計畫，

以八大構面評值護理留任策略的評

量，本文根據這八大構面設計問卷，

粗淺探討慈濟六院護理人員的滿意

度，也試著對比全球指標，更希望

因此提出有助於慈濟護理留任率的

方案計畫，讓醫院成為符合國際標

準的正向執業環境。

本問卷共發出 2,800 份電子問

卷，回收 1,278 份有效問卷。臨床

護理人員居多 (79.2%)，護理職級

以 N(34.5%) 及 N2(28.7%) 較多，平

均工作年資 5.1年，學士學位佔大

部分 (79.5%)，未婚者佔 66.3%，有

72.5% 需要輪值三班，約一半的護

理人員家庭所在地在上班的縣市內

(50.5%)，46.7% 住在自家，31.5%

住宿舍，21.8% 在外租房子。

依照衛生署建議本土化護理人員

留任策略模式的八大構面，僅於問

卷題目中略為解釋── 1. 新進護

理人員訓練與輔導：建立新進人員

訓練制度、採臨床輔導員制度、主

管定期與新進人員面談、加強輔導

員輔導能力；2. 工作安排：各部門

人員協調合作、簡化工作內容、提

供相關作業工具和手冊；3. 人力配

置：安排護理人員至合適的單位、

合理之護理人力配置、依單位特性

調整護理模式、採彈性排班、建立

請調制度；4. 護理執業環境：提供

安全執業環境、塑造良好組織氛圍；

5. 人員關懷：建立員工輔導機制、

舉辦各類關懷活動；6. 領導：強化

基層主管領導統御能力、建立監測

制度；7. 薪資與福利：合理的薪資

制度、提供相關福利措施；8. 專業

成長與發展：提供第二專長訓練機

會、提供繼續教育與在職進修機會、

提昇臨床照護能力、建立考核、晉

升制度；同樣採五分量表，詢問對

現有醫院的滿意度，也了解各構面

的重要性。

全球看重團隊溝通  

慈濟在乎人力配置

先就同仁對於八大構面的重要性

高低來看，以 5分量表級距，八個

構面都在 4分左右，只有些微差異，

等於在表示這八個構面都有其重要

性，如果真的還要區別，則最重要

的前四項依序為「人力配置」、「專

業成長與發展」、「工作安排」、

「新進護理人員訓練與輔導」，反

而是「薪資福利」、「領導」、「人

員關懷」的評分最低。

但如果拿 ICN 官網上的簡報摘要

對照，其針對正向執業環境的問題

中，有關「重要性」的統計，有幾

個有趣的發現。其以十分量表計分，

大多數項目都在 8.5分以上或更高，

例如：「能開放溝通的團隊與同儕

合作」達 9分，「充足與適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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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構面
衛生署
留任計畫

同仁
滿意度

同仁認為
重要性

差距
(重要性-滿意度)

新進護理人員訓練與輔導 3.40 3.53 4.01 0.48 

工作安排 3.24 3.35 4.03 0.68 

人力配置 3.34 3.15 4.10 0.95 

護理執業環境 3.44 3.47 3.99 0.52 

人員關懷 3.15 3.30 3.91 0.61 

領導 3.41 3.35 3.96 0.61 

薪資、福利 2.94 3.10 3.96 0.86 

專業成長與發展 3.27 3.44 4.06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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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確保自身安全」(8.9)、「能獲得

充足資訊進行最佳醫療處置」(8.9)、

「工作場所有顧及健康與安全的措

施和程序」(8.9)、「工作職掌清楚」

(8.8)、「和管理者、輔導者的關係」

(8.8)、「薪資和福利符合教育、資歷

和專業責任」(8.7)……全球的數字與慈

濟護理同仁有一類似推測，也就是

說，薪資福利、領導管理都很重要，

但還有更重要的：在慈濟是「人力

配置」，在全球是「開放溝通的團

隊」。

訓練輔導較滿意 薪資福利最不滿

慈濟護理同仁的滿意度排序，分

數最高是「新進護理人員訓練與輔

導」，其次是「護理執業環境」，

第三是「專業成長與發展」，分數

最低的則是「薪資福利」與「人力

配置」。而在衛生署留任計畫中，

滿意度最高的是「護理執業環境」、

「領導」及「新進護理人員訓練與

輔導」，最低的同樣是「薪資福利」，

「人員關懷」次之。

ICN 報告提出正向執業環境中，

重要性與個人滿意度差距最大的前

三項，是「薪資和福利符合教育、

資歷和專業責任」、「充足與適合

的人力以確保自身安全」及「足以

平衡工作與家庭的政策」，表示這

是全世界護理界有待努力的地方。

其中的薪資福利差距，臺灣與全球

都是同樣的「不滿足」。

若將慈濟護理同仁與兩年多前衛

生署留任計畫的滿意度數值比較，

除了「人力配置」及「領導」外，

其餘六個構面皆略高於後者。當然，

此次問卷並未針對各構面細分問題，

不夠嚴謹，且有時間的差距，僅僅

只能作很粗淺的參考。

人力配置難度高  

護理能量靠新人

我們先說說慈濟護理同仁覺得最

重要的「人力配置」，如果能夠做

好這個部分，應能大大提昇留任率，

讓醫院成為很棒的執業環境。但這

個構面的滿意度卻是倒數的，這也

是有時候主管們必須承認，會灰心

的地方。

事實上，慈濟醫療的護理人力在

院方的支持下，每年都依照占床率

給與滿編的人力，但是每年的招募

人數都不如預期，尤其在花東地方

的院區，所以從 2009年開始即舉辦

聯合招募，另外還拍攝廣告，吸引

年青學子，進入職場。醫院也不斷

努力，提供在學護生獎學金，希望

學生在實習過後願意待下來。

不過，「新進護理人員訓練與輔

導」是同仁們選擇滿意度最高的構

面，表示肯定醫院與護理主管們在

這方面的努力。新進人員進入醫院

後即接受基本的訓練課程及臨床護

理老師的指導，護理主管定期與新

人面談，通過試用後，才能夠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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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病人。主管們對新人的心情很

兩難，一方面希望嚴格訓練成專才，

一方面又怕太嚴格把人嚇跑，但有

時候，老人們也很感謝新人為護理

注入的活水能量。記得我們一次去

巡病房時，章淑娟主任問著眼前一

個學妹：「你來多久啦？」她說：

「我通過試用期了！」一臉很興奮

的神情。主任事後跟大家分享，她

那陣子遇到些事情，差一點想「不

如歸去」，結果這個小學妹的幾句

話就讓她又愛起護理工作了。記得

這個護理新鮮人表示：「學習過程

中，雖然遇到很多挫折，但看到學

姊耐心的照顧病人及護理長的鼓勵，

現在通過試用了，在這個醫院工作，

覺得很有意義。」，在「護理執業

環境」這個構面中，滿意度第二高，

表示在塑造良好組織氛圍、建立員

工輔導機制及各類關懷活動，同仁

們也頗為肯定。

關懷不斷 凝聚團隊

從問卷基本資料可以看到，護理

同仁有一半是住在宿舍或租房子，

等於是「出外人」。懿德媽媽是慈

濟志工為了關懷遠地學生在外，所

發起的活動，而這個活動也進入醫

院，每個病房有專屬的懿德媽媽，

關心病房的護理人員，舉辦慶生會，

關懷同仁生活起居，甚至陪伴度過

人生的低潮，更棒的是，有可能讓

Q2 未來一年內繼續留在本院服務的意願？ (N=1,278，0至 10分：0表示非常

不願意，10表示非常願意）

0 20 40 60 80 100

非常不願意 不願意 中立 願意 非常願意

10.5% 12.7% 30.0% 29.3% 17.6%

Q1 整體而言，我對工作感到滿意的程度？ (N=1,278，0至 10分：0表示非常

不滿意，10表示非常滿意 )：平均值 6.1

0 20 40 60 80 100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中立 滿意 非常滿意

5.2% 32.1% 14.1% 39.6% 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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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視野更開闊。

此外，每一季的護理人員座談會

及新進人員座談會提供大家開放雙

向溝通的機會，不只是護理部的業

務，還包含跨科室的建議，如藥劑

科的給藥流程、人力資源的薪資結

構、及總務室的制服洗滌，都經由

座談會的方式，滿足護理人員的需

求。在下班後，醫院也有不同的社

團，提供護理人員紓解壓力的環境，

另外還有個人健康管理，營造一個

健康促進環境。

在「專業成長」方面，提升臨床

照護能力一直是醫院追求的目標，

除了有護理長定期巡視病房外，護

理部主管每日到病房巡房教學，舉

辦倫理、及跨團隊討論會，讓跨專

業人員更瞭解護理，也讓護理人員

可以尋求到更多解決問題的方法，

讓相關專業的醫療團隊凝聚共識，

也希望提昇對於護理同仁的形象與

認同度。

專業與生活都提昇  

品質物質都改善  

從此次問卷結果可見，護理人員

認為專業能力的提升，優於其自身

的福利薪資，並不只是金錢上滿足

就夠了！儘管如此，醫院在金融風

暴的時期，為了鼓勵優秀護理人員

的留任，更是不惜增加每年二次發

給區域獎金，另外 N3及 N4護理人

員進階獎金也提高每月加給。

院方做了很多營造護理人員正向

工作環境的留任措施，不管在能力

上，舉辦寫作訓練及英文訓練班，

提升學術能力。另外也開辦芳香按

摩班紓解護理人員工作壓力。但從

滿意度的結果看來，與護理人員期

待的工作環境需求看來，仍有很大

進步的空間。

在 ICN 的大調查中有問全球護理

同仁花在病人身上的時間有多少？

結果全部都在臨床的有 21 %，四

分之三時間的 45%，一半時間的

20%，四分之一的 9%，少於四分之

一的有 5%。而全球的結果顯示，最

喜歡的護理專業部分是「照顧病人」

(patient contact)，畢竟病人與家屬

的回饋，是最直接的肯定。而人力

不足和負荷過重就會導致照護品質

不佳。這或許也反應了現階段臨床

護理同仁的最主要感受。

留任警訊 快步改善

在此次問卷最後請護理同仁回

答對於工作的整體滿意度，平均值

6.12，低於兩年前衛生署留任計畫

的 6.53。另外詢問未來一年繼續留

任的意願，平均值 5.98，低於留任

計畫的 6.38，從百分比看，有 23%

的人未來一年可能不會留任，而不

滿意的比例為 37.3%，這樣的數值

是很好的警訊。不過這是六家慈濟

醫院護理同仁共同的數據，大家都

應該要具以找出改進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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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留住人才，是值得主管重

視的問題。一個單位的營造，除了

主管的領導外，同儕之間及個人的

想法也很重要。約近一半 (44.8%)

的護理人員認為自己的單位比其他

護理單位好，覺得比較不好的有

13.5%。但有 20.0% 的護理同仁覺

得自己的工作環境比非護理同仁差。

36.2% 的護理人員認為在醫院中，

護理工作比其他工作好。

全球半數 (52%) 護理人員認為：

醫療制度及資源、專業培訓及晉升

機會較五年前佳，但臺灣卻有近半

數只覺得工作量比五年前多。全球

有超過一半的護理人員認為自己五

年後仍留任護理工作的可能性極高，

葡萄牙 (77%)、巴西 (75%)、加拿大

(71%) 和美國 (68%) 表明「一定會」

留任，這些國家醫院的護理政策和

執業環境應該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鏡

的優點。大家也期待護理師護士公

會全國聯合會爭取到提昇醫療機構

護理人力設置標準。

極度欠缺護理人力的困境正席捲

著全球醫界，人力缺乏與工作滿意度

低落形已成惡性循環。護理單位無

法補足員額，同仁經常得超時工作

照顧病人，時間久了，許多護理人

員因為疲憊而萌生退意，不是轉換

行業，就是投身工作輕鬆的小診所。

慈濟護理人擁有多元進修管道，也

有溫馨的護病關係，與緊密的志工

協力。如何改善提昇工作環境的整

體滿意度，調整人力調度彼此支援，

讓搶救生命的美好被看見，是建構

正向職場環境的首要努力方向……

Q3 我覺得單位的工作環境，與本院其他護理單位比較？ (N=1,278)

比較好 44.8% 差不多 41.6% 比較不好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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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我覺得單位的工作環境與本院其他非護理單位比較？ (N=1,278)

比較好 36.2% 差不多 43.8% 比較不好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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