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封面故事

Be Understanding 
to Find Peace of Mind



護理師面對言語暴力之處置
The Process of Nurses 

Dealing with Verbal Violence from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臨床護理師經常收到

來自病人與家屬的感謝、鼓勵與讚美，

顯現出護理職業的價值與美好，

累積護理執業的小確幸與大感動。

但亦有機會遇到病人或家屬，

因為心緒不佳，以不善話語怨懟，

種種狀況考驗著護理師的臨場應對與機智。

面對犀利言詞相逼時，

如何以善念同理包容，

解讀隱藏在言語暴力之下，

病人或家屬心中真正的糾結憂慮，

努力協調，盡快化解，

是專屬護理人文的轉念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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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床工作的護理師，除了要隨時

監測病人的生命徵象外，對病人與家

屬衛教，希望他們了解疾病的進展、

用藥的注意事項、飲食、日常生活的

防範措施，不只病人的身心靈，甚至

連照顧者的身心靈也要關心……所有

這一切的過程，都要「互動」、「溝

通」，過程中，對方就可能會出現各

種情緒；病人與家屬在面對病、老、

苦、甚至死亡等難解的生命課題時，

護理師可能都在身旁，自然會接收到

許多不同的情緒，而且可能是強度的

情緒抒發……

我想先說一則在我們醫院裡一位護

理師主動為病人設想的小故事。這位

四十多歲的病人住加護病房，每次來

■ 文︳  楊曉菁 大林慈濟醫院內科加護病房護理長

 廖慧燕 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男  53 3.3

女  1,561 96.7

總計  1,614 100.0

職級 人數 %

N 504 31.2

N1 290 18.0

N2 625 38.7

N3 129 8.0

N4 66 4.1

總計  1,614 100.0

工作年資 人數 %

2年以下 418 25.9

滿2年~5年以下 361 22.4

滿5年~10年以下 371 23.0

滿10年~20年以下 385 23.8

滿20年及以上 79 4.9

總計  1,614 100.0

職稱 人數 %

護理師/護士  1,276 79.0

個管師 61 3.8

副護理長 57 3.5

護理長 85 5.3

督導以上 16 1.0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119 7.4

總計  1,614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人數 %

內科 320 19.8

外科系 268 16.6

小兒科 69 4.3

婦產 68 4.2

急重症 309 19.1

功能小組 12 0.8

血液透析室 39 2.4

手術室 116 7.2

門診 195 12.1

心蓮 25 1.6

行政 31 1.9

其他 162 10.0

總計  1,6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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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客的是他讀國小四年級的兒子及二

年級的女兒。會客時間是早上 10 點

30 分，所以哥哥 10 點從家中騎腳踏

車載著妹妹來探視住院的爸爸，處理

爸爸住院的相關手續、跑流程，11 點

會客結束，再騎腳踏車載著妹妹回家，

因為家裡阿嬤行動不便，他必須幫阿

嬤準備午餐。

看到一個才十歲的「小家長」東奔

西跑忙不停，護理師的敏銳「天線」

直覺啟動，發現這個家庭應該需要幫

助，主動請社工師了解協助，最後由

社會局介入協助解決這一個家庭的困

難，讓小孩可以安心的當個小孩，不

用再硬撐起一個家。

談起這個故事，是想表達一下，護

理師可敬又可愛的地方真的很多。在

謹守生命倫理強調自主、行善、不傷

害與公平四大原則的規範下，每一位

護理師一定都曾經感受到病人與家屬

的謝意，但近年來，臺灣發生不少起

護理師遭受到病人或家屬的暴力行為

對待，令人很難接受。

《志為護理》曾於 11 卷 6 期封面

故事探討過職場暴力的經驗與防範，

因此於這一期的封面故事，我們將焦

點設定在「語言暴力」的經驗與處理

因應，了解慈濟六院護理同仁的相關

經驗，第一時間如何處理？心情如何

平復？有沒有什麼好的因應方式或訣

竅？進而從中吸取經驗，用以提升

自己對於發生事情的應對態度及處理

方式。

就您的臨床工作經驗，平

均每 10個病人 (及家屬 )

中，您遭受到語言暴力的

比例？	(	N	=	1,614，單選)

0% 100%

1

8~10 人    1.3%

5~7 人    2.7%

3~4 人    13.3%

1~2 人    59.9%

沒有     22.8%

幸運的 20%

零語言暴力的護病關係

此期共回收了 1,614 份問卷，首先

請問大家在臨床工作經驗遭受到語言

暴力的比例？

統計結果發現，沒有遇過病人或家

屬語言暴力的人占 22.8%，看到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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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字比例，筆者群覺得滿開心的，

但也因本身的經驗不免好奇地判斷：

是不是工作年資較淺，所以「還沒有」

遇到此類狀況呢？故再進一步分析這

一群回答「沒有」者的工作年資，發

現「2 年以下」者占最多為 45.7%，而

工作年資「滿 20 年以上」占 4.9%。

再從職務別來看「副護理長以上」者

占 5.2%，所以顯示護理工作生涯中也

是有人沒有遇到語言暴力的狀況，但

屬於少數。對語言暴力的認定感或耐

受度差異，可能是另一個因素。

病人與家屬宣洩壓力的理解

相對地，有 77.2% 護理人員回答

「有」遇過病人或家屬的語言暴力。

且以平均每 10 個病人及家屬中，遭

受到語言暴力的比例以 1~2 位占最多

為 59.9%，占了六成，其次是 3~4 人

13.3%，而選 8~10 人的為 1.3%。

很高興發現，護理同仁的心，不是

玻璃做的！假使以衛福部的醫學中心

白班護病比 1:7 標準，一位護理師一

天照護 7 床病人，身旁有一位照顧家

屬，算一算，可能一天會被「說」「叨

念」幾次呢？但大家展現出了不起的

堅強與韌性，最主要是，善解與包容

的胸懷。

因而再詢問「在您的經驗中，病人

或家屬的語言暴力，是屬於以下何種

狀況？」此題為複選題，回覆為「情

感、壓力的一時宣洩」占 75.4% 為最

在您的經驗中，病人或家屬的語言暴力，是屬於以下何種狀

況？ (	N	=	1,246，複選 )2

其他  3.2%

護理本身有錯，責備有理  5.9%

想要減少金錢花費  21.6%

要讓醫護害怕，以得到較好的照顧  39.9%

就是無理取鬧  56.3%

對醫護還不夠信任  58.4%

情感、壓力的一時宣洩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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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次為「對醫護還不夠信任」占

58.4%，緊接著是 56.3% 認為「就是

無理取鬧」，「想讓醫護害怕而得到

好照顧」39.9%，也有同仁選「本身

有錯，責備有理」占 5.9%。

至於選「其他原因」的非常少數，

部分也可歸類到「一時的負面情緒宣

洩」或「無理取鬧」，有的人是等候

太久了，也有人是不願等待，有錢是

大爺的消費者至上心理，也有因長期

照顧病人而把氣發在護理師身上……

上述的答案，除了「( 病人或家屬 )

就是無理取鬧」，其他的項目都包含

了護理師對於病人與家屬的理解。護

理師們知道，是因為生病、住院的壓

力而心急想了解狀況及發生的原因，

所以家屬或病人的語言的暴力只是一

時的。其實疾病治療的過程都會遇到

需要等報告、等檢查、等會診、等開

刀及等結果，而有部分病人會認為自

己的症狀特殊甚至身分最特別，希望

能優先處理或看診等，所以在這過程

可能會遇到雙方無法溝通或溝通不良

可能會引起衝突的產生，進而會發展

對醫護不信任的階段。

這讓我想到前些日子看到的一則新

現在的你，遇到病人或家屬的不合理的要求或情緒時，反

應如何？ (	N	=	1,246，複選	)3

用更柔軟的

態度軟化對方  28.6%

請志工協助安撫對方  

21.2%

心想為什麼

17.8%   我要遇到這種事    

還是很容易

16.4%   被激怒    

10.8%   一笑置之    

拒絕被如此對待

7.1%   請對方道歉

1.4%   其他

努力協調盡快化解

47.3% 不帶感情地將手上的

工作完成  35.7%

理解病人及家屬

所以不計較  34.8%

迴避，請其他同仁或

主管協助  35.4%

能抽離，不跳進

對方的情緒裡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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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某家醫院因颱風來襲當天門診更

改為假日門診，但引起前來就醫民眾

的不滿，此民眾認為醫療機構怎麼可

以休假呢？已向此民眾說明但仍無法

接受。再三的溝通協調，讓事情圓滿，

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雖然是護理師，

有些也曾經當過病人，更多有當過病

人家屬的經驗。其實當角色互換時，

態度也會不同，所以對於問卷中所呈

現出來的護理人員能體諒其反應，應

該就是如此。

努力協調  盡快化解

當遇到病人或家屬的不合理的要求

或情緒時，反應又是如何？

回答「努力協調，盡快化解」占

47.3% 最多。護理人員遇到問題想要

努力協調並盡快化解，只要了解病人

及家屬只是一時的情緒時，儘快把誤

解說清楚，畢竟病人及家屬大多不是

醫療專業人員，不了解疾病、檢查

過程及治療的方向及可能會遇到的風

險，只要把病人或家屬的問題澄清，

試著讓病人及家屬了解，不合理的狀

況減至最低。

其次「不帶感情地將手上的工作完

成」占 37.7%，護理人員遇到不合理

的要求或情緒時，也會影響到工作的

心情，儘快調整心情，不帶個人情緒

把工件完成是值得稱讚的表現。

遇到病人或家屬不合理的要求或情緒，您希望獲得什麼樣的支

持？ (	N	=	1,246，複選	)4

其他    1.1%

不需要特別處理，

還是一樣照顧該病人  16.1%

院方代表能協助處理  36.9%

單位同儕的支持  52.2%

主管居中協調    54.7%  

醫師能主動與病人溝通

護理人員的辛苦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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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選擇「迴避，請其他同仁

或主管協助」占 35.4%。當護理人員

不知如何面對或處理時會請其他同仁

或主管協助處理，再交叉比對發現工

作年資發現滿 20 年以上者向同仁或

主管協助只有占 1.5%，表示工作經驗

的累積能讓護理人員有很好的應對能

力，知道要如何面對病人及家屬，及

判別有無醫療糾紛的可能性。

還記得曾經遇過一個家屬一來就是

劈頭大罵，罵「你上大夜班表現如何

如何……」，重點是上大夜班的人不

是我。先試著跟他澄清，想要好好的

最近一次您受到病人或家屬語言暴力時，是否通報主管？

(	N	=	1,246，單選	)5
0.1%  通報院長室

1.3%  通報當科主任  

3.8%  通報護理部主管

通報護理長  30.5%否   64.3%

溝通，但對方一口咬定「你就是夜班

的那個人」，最後只好請主管來協調

才化解，當下真無奈。

醫師能主動與病人溝通

多尊重護理人員

當遇到病人或家屬不合理的要求或

情緒，除了自己的處理反應，護理同

仁會希望得到什麼樣的支持呢？

選擇「醫師能主動與病人溝通護理

人員的辛苦」的比例最高，68.0%。

在臨床上以醫師為首，相信絕大部

分的病人及家屬是看到醫師出現才會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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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甚至有的人認為護理是醫師附

屬的職務。在醫療團隊中護理是 24 小

時陪伴病人，如在加護病房中護理人

員的排三班觀察病人的狀況，一旦評

估病人有狀況會馬上報告 ( 值班 ) 醫

師，包含病人的皮膚狀況甚至到病人

大便幾次，軟的或硬的，提供這樣的

訊息是要給醫師做藥物劑量的調整或

藥物的更改。當病人插管無法說話時，

護理人員了解病人的需求及不舒服並

轉告醫師外，還要安撫病人及家屬的

情緒，所以當遇到病人或家屬的不合

理要求，希望醫師能告知病人護理人

員的重要。而回答「主管居中協調」

占 54.7%，再其次為「單位同儕的支

持」52.2%。

其實當主管多年，發現同仁最需

要的是主管能像長輩一樣為他遮風擋

雨，也就是所謂的精神依靠。主管若

能扮演好這個角色，縱使只是拍拍肩

安慰一下，相信都能撫慰同仁受傷的

心靈。

良好順暢的通報機制

主管展羽翼保護

接下來了解同仁的通報情形。受到

病人或家屬語言暴力時，有 64.3% 的

人不會通報主管，表示 35.7% 的人有

進行通報，並以通報護理長為最多占

其中的 85.4%，也顯示臨床護理師與

護理長在臨床上的連結性非常高。

以大林慈院為例，我們有很好的通

報機制，第一線護理人員面對病人或

家屬遇到困難會先向護理長通報，護

理長前往了解狀況，清楚病人或家屬

的想法後，協助處理，若判斷此狀況

無法處理後再往上呈報至督導處，並

啟動社服室或社工來安撫病人或家屬

或同仁。

以曉菁護理長負責的內科加護病房

發生的案例說明，一位病人到院前已

無生命徵象後入加護病房，病人當時

身分不明，之後有一位自稱朋友的人

在會客時間來探視，但基於病人隱私，

醫師無法告知此友人病情引起他的不

滿，揚言對醫師及護理人員不利，引

起單位同仁的恐慌。同仁告知護理長

後，通報督導，並請社工協助身分的

確認及尋找家屬，通知總務室及警衛

協助會客時間或此友人前來加護病房

時的站崗，使護理人員的安全受保護

外，也讓此友人了解醫院有注意此狀

況並在預防，單位護理同仁的擔憂也

才放下。幸好，最後也沒有真的起衝

突。

鼓勵與讚美

讓護理的工作更美好

我們最後來了解一下，有病人或家

屬會不友善，那麼友善的又有多少呢？

請問護理同仁在臨床工作中被病人或

家屬讚美的比例。回答「沒有」者只

有佔 4.2%，其餘有 96.7% 護理人員在

照護病人及家屬中被鼓勵與讚美！

而護理同仁得到讚美與肯定的比

例，相對於語言暴力是高的，雖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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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善或本惡是千古之爭，但聽到被

照顧者的讚美和鼓勵，絕對是護理工

作前進的動力之一。

這顯示護理人員除了在專業上，還

要有很好的應對能力、同理心及溝通

能力，因為病人及家屬第一感受到的

是護理人員的應對狀況，之後才會感

受到呈現出專業能力及工作的態度，

所以臨床上的護理人員專業知能是要

具備的外，重要的是溝通時要所呈現

的應對態度，會影響到病人及家屬的

感受，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發生。

總體而言，護理工作似乎無法完全

避開語言上的不愉快，而護理人員隨

著年資日漸累積功力，可能就有不只

一兩種方法，甚至有許多方法可以因

應處理，有時也不免覺得護理夥伴們

是有過人的愛心及耐心的。臨床上，

常能看到大家運用良好的溝通態度及

肢體語言，與病人及家屬好好溝通，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

知道你的下一個病人是什麼樣的情緒

指數，但你可以決定你自己的情緒智

力。

就您的臨床工作經驗，平均每 10個病人 (及家屬 )中，你

被鼓勵與讚美的比例？ (	N	=	1,246，單選	)6

10 人    1.0% 

7~9 人    11.6%

5~6 人    22.5%

3~4 人    30.0 %
1~2 人    30.7%

沒有    4.2%

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