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封面故事

凝聚
團隊



提升跨團隊合作訓練課程

Building a Patient-Centered
Interprofessional Team: 
On the Needs of Teamwork Training Program 
in Clinical Practice

「學姊，病人的狀況這樣，需要回報嗎？」

「阿長，病人的體重一直掉，我該跟什麼科講？」……

護理師第一線照護病人，

需與醫師及各職類同仁共事，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關乎病人的安全與健康，

醫院積極開立課程以凝聚團隊共識與目標，

提升團隊合作能力 ……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也將團隊合作列為學習重點，

例如跨科系開立共同訓練課程、

運用世界咖啡館、黃金圈概念 ……

在進入職場前就做好基本準備，

為合作團隊盡己之力，守護病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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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林玉娟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女  1,299 95.9

男 55 4.1

總計 1,354 100.0

職級 人數 %

N 422 31.2

N1 229 16.9

N2 521 38.5

N3 121 8.9

N4 61 4.5

總計 1,354 100.0

醫院年資  人數 %

1年以下 240 17.7

1年~2年 195 14.4

2年~3年 143 10.6

3年~5年 213 15.7

5年以上 563 41.6

總計 1,354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合計 %

內科 265 19.6

外科 225 16.6

小兒 54 4.0

婦產 52 3.8

急重症 255 18.8

功能小組 16 1.2

血液透析室 46 3.4

手術室 87 6.4

門診 191 14.1

心蓮 27 2.0

行政 32 2.4

其他 104 7.7

總計 1,354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士 1,076 79.5

副護理長 59 4.4

護理長 60 4.4

督導以上 19 1.4

個管師(功能小組) 50 3.7

專科護理科

(含資深護理師)
90 6.6

總計 1,354 100.0

年齡 人數 %

<= 20歲 24 1.8

21~25歲 441 32.6

26~30歲 251 18.5

31~35歲 233 17.2

36~40歲 202 14.9

41歲以上 203 15.0

總計 1,354 100.0

救護車上，一名醫護人員對著麥克風

說：「轉送 15 歲男孩，打棒球受傷，

頭部被棒球打到，意識不清，15 鐘左

右到達急診。」救護車向前飛馳，警報

器一路上直響著，請其他車輛讓行。

「頭部固定了嗎？」上方喇叭突然傳出

一位男士的聲音。「是的，醫師。」隨

車的家屬看到醫護人員正在檢查固定在

小孩頭部雙側的東西。救護車突然停下

來，車後門被拉開，車外的醫護人員將

手伸進來，鬆開擔架上的固定夾子，讓

擔架滑出去。病人被推到一個房間裡。

一大群穿著綠色、藍色、白色衣服的醫

師、護理師已開始評估病人。一臺 X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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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了解病人整體照護目標

病人的病歷資料，
無法有效地與醫療團隊交換資訊

與醫療團隊交換資訊的口語表達

不知道如何分工

無法有效地幫助團隊成員

無法信任團隊成員

無法接受他人批評

無法監測工作狀況並進行檢討與改善

無法因應情境需求改變的彈性

其他

機器移到病人身上，醫師和其他醫護人

員看著監視器進行診斷。「現在讓他做

核磁共振掃描。」病人又被推進到另一

個房間。護理師注意到緊跟在病人旁的

家屬。「你是病人的爸爸嗎？」『我的

兒子還好嗎？』「他意識不清楚。我請

醫師向你說明。」護理師向家屬說明。

「他的腦部下方有出現血腫，必需減輕

他的腦壓，我們已經緊急照會神經外科

醫師。」醫師告訴家屬。『要開刀嗎？』

孩子的爸爸語帶顫抖的問……

這是每天發生在醫院的一幕，面對

病人情況，醫療團隊的醫師、護理師、

社工師、復健師、藥師、麻醉師等需共

同攜手合作，才能提供病人高品質的照

護。除了急救、重大手術、癌症、多重

慢性病或安寧照護等高風險或複雜的醫

療情境外，例行性的醫療照護工作，也

需要良好的團隊合作，才能為病人提供

最適切的照護。

依據醫策會 2015 年病人安全年報的

報告，造成重大病人安全事件最根本

的原因是團隊缺乏有效地溝通和團隊合

作。我們不禁要問「如何讓不同醫療專

業人員更有效地一起工作？」、「如何

在醫療團隊工作中，您常出現的困擾或困難是什麼？

(	N	=	1,354，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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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不同醫療專業人員有更加良好的溝

通？」、「如何縮短醫護團隊成員的距

離，讓病人的照護品質做到一加一，大

於二的效果呢？」

英雄退位　團隊出場

成功團隊運作的四項關鍵準則：1. 團

隊至上，互信互助：願意與其他成員

坦誠的分享自己的憂慮、弱點、風險、

目標和動機，團隊整體的成功才意味著

個人的成功。2. 共同的目標：團隊成員

一起參與目標的選擇和確定，一旦達成

一致，所有團隊成員就必須接受並支持

它。3. 團隊成員：深信團隊至上的道理，

坦誠、有海納百川的胸懷。4. 團隊領導：

與團隊成員一起構築團隊的願景，目標

運作規則和團隊文化，培養團隊意識，

用服務者及合作者的心態，幫助團隊成

員完成其個人目標。

本期問卷以慈濟六院區的護理同仁為

對象，共發出 1,537 份電子問卷，回收

1,354 份有效問卷。由問卷的結果，護

理同仁告訴我們在醫療團隊工作中，他

們確實經常需要面對與團隊合作有關的

困擾或困難。

團隊良好溝通　需要尊重與傾聽

大部分護理同仁表示在醫療團隊工

作中，面對至少一種困難或困擾。他們

表示最常出現的困擾或困難是：與醫

與醫療團隊溝通的技能

團隊分工的方法

幫助團隊的方法

信任他人的方法

領導的技能

監測工作情境的方法

如何主持有效的跨團隊合作會議

其他

您認為哪些提升團隊合作能力的主題應包含在團隊合作課程

內容中？ (	N	=	1,354，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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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團隊交換資訊的口語表達 (30.4%)，

其次為無法因應情境需求改變的彈性

(23.9%)、病人的病歷資料無法有效地與

醫療團隊交換資訊 (23.3%)、無法了解

病人整體照護目標 (20.7%)、無法監測

工作狀況並進行檢討與改善 (19.4%)、

無法有效地幫助團隊成員 (16.5%)、不

知道如何分工 (9.3%)、無法信任團隊成

員 (9.1%)、無法接受他人批評 (7.0%)

和其他 (6.2%)。

護理人員的反應與團隊合作有關的三

大問題：不清楚病人整體照護目標、缺

乏有效溝通，包含口語與書面及缺乏面

對改變的彈性。這樣的答案並不讓人感

到意外，因為若仔細觀察醫療團隊的病

房迴診，我們可以發現醫療人員形成的

是「工作團體」而不是「工作團隊」。

團隊的溝通模式常是住院醫師或專科護

理師向主治醫師報告病人的情況，護理

人員很少全程參與，其他醫療成員更少

參加，護理人員比較少發言，有些護理

人員甚至在發言時會感到不安。

跨科合作建默契

臨床多開相關課程

菜鳥護理人員因專業度不夠，護理人

員對支援環境不熟悉，疾病照護的複雜

度也是造成團隊合作困難的原因之一。

資深護理同仁表示：「與經驗不足的護

理人員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來溝通。」

部分資淺護理人員則表示：「真的不知

道怎麼和資深的工作人員說話。」同一

事件，不同團隊成員重複的詢問也讓護

理人員感到相當地困擾。

您是否曾參加過團隊合作的

課程或工作坊？

(	N	=	1,354，單選 )

29.8

11.9 60.9

23.0

4.2
0.0

70.2
是

否

						曾參加過者，您認為對團隊互助

的影響是什麼？ (	N	=	404，單選 )

非常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沒有想過

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3

怎麼協助護理同仁凝聚團隊共識與目

標、改善溝通、彼此尊重、分享訊息，

進而提升團隊合作能力呢？超過七成

(73.7%) 的護理同仁表示應該將「如何

（404人）

（9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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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有效的跨團隊合作會議方法」放在

課程中。其次是「如何與醫療團隊溝通

的技能」，在 69.3% 的護理人員表達

有這樣的需求。「團隊分工的方法」與

「幫助團隊的方法」則分別有 47.2%、

35.5% 的護理人員認為有必要作為團隊

合作課程的內容。至於信任他人的方

法，領導的技能和監測工作情境方法則

有二成左右的護理同仁覺得應包含在課

程中。

從學校開始

提升跨專業團隊合作效率

護理同仁的建議對規畫提升團隊合作

課程內容有了相當明確地方向，特別是

「如何主持有效地跨團隊合作會議」和

「如何與醫療團隊溝通的技能」，跨專

業教育訓練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IPE) 是一種可行的改善方法。

自 2014 年，慈濟大學開始將跨專業

教育訓練模組實施在護理、醫學、物理

治療和社會工作四個學系的共同教案課

程中。我們發現經過跨專業教育之課程

訓練後，醫學系同學較願意花費時間進

行跨專業學習，也能認同除了本科之專

業教育外，應與不同專業共同學習，以

提升病人照護品質。護理系及物治系同

學在課程後的評量也呈現進步情形，整

體進步幅度最大的是社工系同學，可以

看出跨領域教育訓練之成效。

世界咖啡館和黃金圈

新穎匯談凝共識

另一種提升團隊溝通，形成共識的改

善方法是世界咖啡館。在 1995 年，華

妮塔．布朗 (Juanita Brown) 及大衛．

伊薩克 (David Isaacs) 提出「世界咖啡

館」，利用一種在輕鬆的氛圍中，透過

彈性的小團體討論，真誠對話，產生團

體智慧的討論方式。在討論中，帶動同

步對話、反思問題、共享知識、甚至找

到新的行動契機。世界咖啡館顛覆了傳

統會議中「坐而言」再「起而行」的單

線關係，透過「匯談」過程，形成反思、

見地、收成和行動規畫的循環。

2015 年，慈濟大學護理學系的護理

研究概論課程和人醫菲揚國際志工服務

隊的訓練課程都運用世界咖啡館的匯談

方法，協助同學們對探討的主題形成共

識，利用「對話」的過程，學習尊重他

人的想法與表達。誠如 101 級的陳彥

銘同學的心得：「可以學習接納別人的

意見和不吝給對方鼓勵和善的建議，很

棒！」黃瀞瑤同學也表達：「世界咖啡

館學習是一個能促進大家踴躍發言的方

法，平常比較害羞內向的同學在組內先

與組員練習發言，而到其他組的時候，

又可以練習表達，對同學們的口語表達

和形成共識會是很好的幫忙。」在臨床

實務工作中，醫療團隊若能利用「世界

咖啡館」的匯談方法來進行跨團隊合作

會議，相信團隊成員不僅能夠學習傾

聽、表達、尊重他人表達，也能對照護

方向形成智慧共識。

黃金圈三原則（The Golden Circle）

提供團隊另一種有效溝通與合作的

方 法。 黃 金 圈 共 分 為 三 層， 最 核 心

是 why，第二層是 how，最外層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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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

沒有想過
40.6

46.5

未來有機會的話，您是否願

意參與團隊合作工作坊？

(	N	=	1,354，單選 )
4

what。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四年級的重症

護理學課程就將黃金圈三原則應用在教

學上，引導同學思考、推理和共同解決

問題，深受修課同學的喜愛。若能將其

應用於臨床實務工作中，相信對提升團

隊成員的溝通和共同合作解決問題有良

好的幫助。

提升團隊合作力　病人安全有保障

由於這麼多的護理同仁有團隊合作的

困擾或困難，我們詢問他們過去是否曾

參與過團隊合作課程或工作坊？只有三

成左右的護理同仁表示曾參加過，七成

的護理同仁則表示從來沒有參與過團隊

合作相關的課程。這提醒醫院的主管和

學校教師，有必要舉辦團隊合作課程或

工作坊，來協助同學和護理同仁具備更

好的溝通與合作能力。

至於曾參加過團隊合作課程或工作坊

對護理人員有什麼影響呢？依序為：有

幫助 (60.9%)、非常有幫助 (11.9%)，也

就是絕大多數 (72.8%) 護理人員認為團

隊合作課程能夠幫助他們處理有關團隊

合作的困難。只有不到一成的護理同仁

認為團隊合作課程對他們沒有幫助。同

仁們的反應可以提供我們在課程後，需

要持續追踨團隊合作的具體成效，特別

在尊重、有信心溝通和表達、明確了解

團隊照護目標。相信同仁有良好的溝通

與團隊合作後，不僅能提升病人的安全

與照護品質，也能強化對醫療團隊和護

理的價值與使命感的認同。

參與醫療工作過程中所遇到的困擾，

是否會成為阻礙護理人員提升團隊合作

力與溝通力的絆腳石？由調查的結果顯

示，有 7.82% 的護理同仁非常願意及

46.5% 的人願意參加團隊合作工作坊，

不願意參加的人佔 4.7%，非常不願意

的人只有 0.4%。由此結果顯示大多數

(54.3%) 護理同仁是正向地面對問題，

很願意提升自己的能力，以有效解決團

隊合作的相關問題。儘管不到一成的護

理同仁表達不願意參加團隊合作工作

坊，但是若能夠進一步了解是什麼原因

造成他們不願意參加團隊合作工作坊，

將是醫院行政主管需要重視的問題，讓

護理人員能夠在醫療團隊中展現良好的

合作力與溝通力，以提升病人安全和照

護品質。

非常願意

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0.4
4.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