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封面故事

精實護理
Lean Nursing



透過目視化管理，價值流程圖，腦力激盪，

找出浪費時間的縫隙，

活用「整理、整頓、清潔、清掃、修養」

5S現場管理法，讓病房煥然一新，

簡化作業模式，節省時間，一舉數得，

最重要的是，

護理同仁得以更專注於臨床照護，

更提升了護理品質。

「怎麼備個藥、打個針要去三個不同的抽屜拿東西？」

「XXX到底放哪一個櫃子？我打開三個櫃子才找到。」

「庫房的棉被放得太滿，抽半天抽不出來！」

「學姊，請問檢查流程怎麼走？在護囑系統沒找到！」

「有沒有辦法一針就上？真的很怕被家屬盯著看。」

當你臨床工作上發現了不順手的地方，

就是可以善用「精實醫療」來「簡化步驟」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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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大掃除時，我們常有許久未使用，

但又捨不得丟棄的東西，結果每年就這樣

拿出來，又放回原位，或放到過期了才丟

掉，占空間又沒有發揮物命，平日想好好

整理，要不然沒時間，要不然覺得太累，

■ 文︳  王淑貞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督導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女  1,499  97.0 

男  47  3.0 

總計  1,546  100.0 

職級 人數 %

N  481  31.1 

N1  262  17.0 

N2  625  40.4 

N3  121  7.8 

N4  57  3.7 

總計  1,546  100.0 

工作年資 人數 %

1年以下  253  16.4 

1年(含)以上-2年以下  227  14.7 

2年(含)以上-3年以下  209  13.5 

3年(含)以上-5年以下  213  13.8 

5年以上  644  41.6 

總計  1,546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士  1,258  81.4 

副護理長  51  3.3 

護理長  74  4.8 

督導以上  15  1.0 

個管師(功能小組)  41  2.6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107  6.9 

總計  1,546  100.0 

年齡 人數 %

≦20歲  56  3.6 

21-25歲  457  29.6 

26-30歲  338  21.9 

31-35歲  268  17.3 

36-40歲  235  15.2 

41歲以上  192  12.4 

總計  1,546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人數 %

內科  305  19.8 

外科  265  17.1 

小兒  73  4.7 

婦產  67  4.3 

急重症  286  18.5 

功能小組  15  1.0 

手術室  37  2.4 

門診  107  6.9 

心蓮  201  13.0 

行政  28  1.8 

其他  162  10.5 

總計  1,546  100.0 

只想放空休息……而在醫院的工作環境，

也常發生類似的狀況──忙到沒有空改

變！當你來上班時，先適應環境，適應醫

材、衛材、儀器設備、及文具電器的位置

來安排自己的工作動線，久了也就習慣

了。但可能因為單位使用者習慣、設備的

擴充或病人輔具的需求增加，物品先「暫

時」找個位置放，或是不小心越堆越多，



17Volume 15  .  Number 1

因為想著以備不時之需，不知不覺間，

造成工作時間的浪費和重覆動作。

最近一段時間，「精實醫療」(Lean 

Healthcare) 的觀念與行動在慈濟醫療志業

裡發酵、翻轉，以花蓮慈院為例，開始

進行「目視化管理」，要讓物品的擺設

一目了然，讓流程簡化，醫護人員的工

作更加順暢。花蓮慈院護理部自 2014 年

開始參加由醫療志業張文成副執行長帶

領的讀書會，接著由章淑娟主任引介，

從美國來的李玉珍顧問，在各單位進行

精實醫療，包含 5S 及目視化管理，讓病

房煥然一新，也簡化了作業模式。2015

年 8 月也將執行成果於「海峽兩岸舒適

照護與精實照護研習會」上展現，與臺

灣及海外的護理先進交流。

本期志為護理從精實管理的角度出發，

想要瞭解護理人員在工作職場中，對於

環境便利性、流程簡化、電子資訊系統

的看法。本期共回收 1,546 份有效問卷，

職級以 N2 佔最多，年齡有一半以上介

於 21-30 歲，工作年資在 5 年以上者佔

41.6%。

醫衛材放正確標清楚

還要想辦法更便利

首先詢問大家對於「醫衛材置放」、

「被服收納」、「護囑資訊系統」三大

項目，在「標示清楚」、「正確置放」、

「便利性」三方面的感受。

在「醫衛材置放」這方面，「標示清楚」

和「正確放置」的同意度都在七成左右，

您工作單位的醫衛材置放

(	N	=	1,546	)1

1.8%

1.5%

1.8%

26.8%

23.5%

26.9%

50.1%

53.8%

50.5%

19.2%

19.1%

17.5%

2.1%

2.1%

3.3%

有正確置放

拿取方便

位置標示清楚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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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清楚」的非常同意加同意的比例：

69.3%，「正確放置」則是 72.9%。

但是否拿取方便？這個項次的比例稍

低：68.0%，表示不同意的比例相對前兩

者略高。顯然這是對拿取醫衛材能更方

便的期待。所以，是不是有更方便的辦

法呢？醫院的櫃子不比在家，每天每個

人開櫃子的機會有可能會超過幾十次。

所以有人想到，如果醫院的櫃子能夠如

便利商店的開放式貨架，一目了然，即

使是新人也不需要環境介紹，就能知道

物品的擺放位置。花蓮慈院婦產科病房

就進行了這方面的改造，在櫃子的門板

直接貼上裡面置放的物品的相片，讓護

理人員能夠知道物品的位置。但這樣還

是要花時間打開櫃子。急診室同仁則是

經過考量，將櫃子門板拆開，後來發現

這樣還不夠，還要運用不同顏色區分不

同物品，接著又想到置放數量也要控制，

而且要符合先進先出的精神。

急診室護佐蕭竹君表示，為了找到合

適的置物櫃，他與彥範副護理長分別到

二個大賣場尋寶，用手機互傳資訊、也

不忘比價，零時差地為急診的醫衛材找

更好的家。

手術室是一個密閉的空間，每一個手

術房裡有固定的科別開刀，不同科別使

用的用具不同，所需的醫衛材也很不同，

但如果都用一樣的綠色包布包裹，護理

人員就要再花一次工，清點分類，另以

顏色區分後，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目視化管理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加強

環境安全。如果電線、包布散亂於地，

一不小心就可能會被絆倒，在手術臺的

您單位的被服收納

(	N	=	1,546	)2

1.8%

2.3%

2.4%

23.5%

27.0%

27.6%

51.9%

48.8%

48.8%

19.9%

16.6%

16.3%

2.9%

5.3%

4.9%

有依尺寸 ( 種類 )

正確置放

拿取方便

位置標示清楚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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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常因開刀的角度，需要板凳墊高，

醫護人員常需要上下調整姿勢，所以這

些地上電線和使用後的包布就成了危險

物品。經過收納後的地面，不只省時，

也安全。

被服收納的藝術

儀器也有一席之地

除了醫衛材的擺放之外，在庫房放置

最多的就是被服，護理人員每天也一定

會協助病人更換床單及衣服。庫房的被

服因為量較多，所以都是用開放式的櫃

子，約有 71.8% 認為被服的標示是清楚

的，放置位置正確 (65.4%)，65.1% 覺得

拿取方便；這三者比較，則被服放置的

正確性和方便性，比較有改進空間。事

實上，開放式的架櫃很易拿取，但因為

每日的用量很大，送交被服的洗衣房每

次再補充時，總是將被子塞滿，因此護

理人員就不易抽取，衣服就會雜混一團，

萬一又忙可能就會如同在服裝店的拍賣

車上急著翻挑衣服了。

花蓮慈院一般外科病房的精實管理，

選定主題就是整頓被服間的架子。他們

評估每日的需求量，將數量用顏色標示

該尺寸所需數量堆起的高度，讓洗衣房

的阿姨易於補貨，護理人員也因為擺放

沒有這麼擠、有空間，讓衣服和被服更

易拿取；以往要墊高才能拿到的棉被，

也擺放在適當的高度，不用再找板凳來

拿棉被了。

此外，他們將儀器定位。在庫房中的

其他儀器，也跟著在地上劃線，讓儀器

有固定的位置，護理人員不用一一點班，

只要眼睛往庫房地上一瞄，就能清楚看

到哪一臺、第幾號的機器有人使用。實

際施行後，護理人員節省了不少原本花

在點財產的非護理工作上。

護囑資訊系統對我的幫助

(	N	=	1,546	)3

2.2%

2.7%

36.7%

36.8%

45.0%

44.0%

9.6%

8.8%

6.5%

7.7%

在短時間內

了解病人狀況

快速記錄病人

照護情形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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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資訊化更貼近工作		

相較於「醫衛材置放」和「被服收納」，

護理同仁同意「護囑資訊系統」對自己

幫助的比例，就比較偏低了，皆不到六

成，雖然不同意的比例也不到一成，有

三成五的人沒意見。

資訊化無紙化的照護是醫療簡化的目

標，各家醫院不斷地發展資訊化的護理

作業，期望資訊化的整合，讓病人的資

料更完整，能更方便取得病人照護的各

項訊息；所以趁此機會了解一下大家使

用護囑資訊系統的感覺。問卷結果顯示，

有一半以上 (54.6%) 認為資訊化作業讓他

們能在短時間內可以瞭解到病人的狀況。

沒有資訊化以前，搶病歷本是大家共

同的經驗，因為實習醫師、住院醫師、

實習護士、營養師、社工師、或復健師

都要看同一份病歷。資訊化，讓大家可

以隨時隨地查閱到病人的資料，病歷本

就不再是搶手貨了。有 52.8% 的護理人

員，認為資訊系統可以讓他們快速記錄

病人的照護過程。

很訝異的是，問卷最後請問大家對目

前的工作環境或內容的建議，居然有超過

100 個回答是有關資訊系統的建議，可見

雖然護理人員覺得資訊化對工作有幫助，

但是，好還可以更好。也或許是因為資

訊系統開發的過程中，要經過測試階段，

必須電腦和紙本同步進行，讓護理人員

感到很費時；或是為了避免錯誤，即使

有電子表單，還是不放心，又列印紙本

表單核對醫囑或是紀錄；或是，同一個

問題可能要重覆記錄在不同的欄位中，

或是同一個問題需要開好幾個視窗畫面，

才能完成記錄……期待資訊化的逐步改

善，能夠更貼近護理人員工作上的細節

需求，讓護理的工作品質更進步。

那麼如果護理同仁遇到不熟悉的工作

流程，會到院內的資訊系統找「ISO 作業

標準」來參考嗎？

有 47.0% 同意，13.5% 不同意，39.5%

回答普通、無意見。雖然有近五成的人

同意會去找來參考，但或許是可以想辦

法讓更多人懂得利用，發揮資料庫更大

的功能。

遇到不熟悉的工作流程，我能

很快在院內的「ISO作業標準」

找到參考？ (	N	=	1,546	)
4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4.1% 39.5% 39.7% 7.3%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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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重複有感		精實有希望

最後一道問題請問大家覺得每日的工

作中是否有覺得重複、不必要的步驟。

有 45.4% 認為還有改善的空間，這對精

實護理的推動，也是很大的誘因。每天

常規的工作如果習慣了不變，就會懶得

改變；但也因為習慣，做著一些重複的

步驟，徒然浪費了時間；但大家看到了

有可以改的地方，找到問題，就有希望

節省時間、縮短流程、甚至成本等等。

例如，同樣要執行導尿技術，可能尿

管是在治療室，導尿包是放在庫房，一

個技術就要跑兩個地方，如果將物品歸

類在一起，就可以節省好幾步走路時間。

此外，技術與批價系統有連動關係，

期待讓護理人員減少不必要的點班，也

能避免遺漏帳，但好的系統，必須要有

好的統合系統，太過於個別化的系統，

讓護理步驟變得更繁雜，光是一個鼻胃

管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材質及大小，造成

人工選項過多，未來若能研發條碼系統，

或許又能更便利。

在大家的開放性建議中，有很多值得

思考的，如醫院目前作業標準也是資訊

化，但在查詢的功能上，關鍵字確實不

易搜尋，因為標題沒有一致性。

另外，作業流程現在分科很細，各科

的人力運用也不一，因此流程安排就很

難滿足需求。例如早上七點是大夜班護

理人員最忙碌的時間，但是送餐時間也

是安排在此，如果剛好這時間有緊急事

件發生，就有可能會延誤到病人用餐時

間……類似這樣的狀況，都可以是精實

的主題。可能是很小的事情、很不起眼

的調整，但卻可能讓工作更順手；以時

間為例，一個人的工作能節省三分鐘，

一個單位可能就節省了一個小時，整家

醫院就省了好多時間。此外，成本、資

源層面也可以加以考量。

運用精實管理，目視化管理，每一位

護理人員都可以用眼睛觀察單位的情形，

思考一下怎麼樣讓環境和工作更便利，

當然，可能會有一段辛苦的磨合期，但

最終能達到「整理、整頓、清潔、清掃、

修養」5S 的成效，可是多贏的局面。

我每日的工作中，有讓我覺得

重複、不必要的步驟？

(	N	=	1,546	)
5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2.7% 43.5% 34.9% 10.5%
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