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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社群媒體使用安全與訓練需求

社群媒體，

可構築社群關係，分享感受，縮短時間、跨越空間距離； 

身為護理工作者，

透過社群媒體平臺可分享經驗，提升專業成長；

相對地，

需留意訊息安全、病人隱私或祕密、護病關係的界線；

運用智慧，依專業倫理準則，展現使用素養，

提升病人安全及與團隊間彼此的尊重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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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社群智慧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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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女 1,435  94.3 

男 86  5.7 

總計  1,521  100.0 

職務別  N %

護理師/士  1,217 80.0 

副護理長 53 3.5 

護理長 72 4.7 

督導及以上 25 1.6 

個管師(功能小組) 46 3.0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108 7.1 

總計  1,521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N %

內科 288 18.9 

外科 241 15.8 

小兒 62 4.1 

婦產 68 4.5 

急重症 280 18.4 

功能小組 10 0.7 

血液透析室 49 3.2 

手術室 119 7.8 

門診 205 13.5 

心蓮 31 2.0 

行政 39 2.6 

其他 129 8.5 

總計  1,521  100.0 

年齡  N %

≦20歲 38  2.5 

21-25歲 513  33.7 

26-30歲 258  17.0 

31-35歲 227  14.9 

36-40歲 249  16.4 

41歲以上 236  15.5 

總計  1,521  100.0 

職級  N %

N 459 30.2 

N1 255 16.8 

N2 600 39.4 

N3 141 9.3 

N4 66 4.3 

總計  1,521  100.0 

一張照片，就是一張照片，成為一位

19 歲難民男孩惡夢的開始。男孩輾轉

由戰亂的國家來到歐洲的難民收容所，

恰好遇到來視察難民收容中心的總理，

滿懷感激的男孩拿出手機和總理來了一

張自拍照，結果這張照片上了各大媒

體，在臉書瘋傳。原本是人性最高表現

的一段佳話，但數月後，因歐洲發生連

環爆炸攻擊，改變了這段佳話；有人立

刻在臉書放上嫌犯照片，其中一張赫然

是難民男孩。「我一開始哭，這不是我

啊！我一直想，這到底代表什麼？我的

未來會怎樣？這不是開玩笑，這是很嚴

重的事。」男孩語帶顫抖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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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平均一天使用社群媒體多少時間？ ( N = 1,521，單選 )1

≧ 2 小時＜ 3 小時 ≧ 3 小時＜ 4 小時

≧ 4 小時≧ 1 小時＜ 2 小時＜１小時
27.3% 

0.0% 100.0% 
11.9%23.3%

28.6%8.9%

他從社群網站上收到死亡威脅，就連

他在歐洲的收容家庭也被迫過濾郵件和

電話，小心可疑路人或車輛。收容家庭

的媽媽說：「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擔心

我家人的安全，擔心房子，擔心我做的

事情，當然也擔心男孩的人身安全。」

難民男孩說：「如果任何人，不管真假，

想捏造什麼，就寫什麼，透過臉書一傳

十，十傳百，我住在什麼地方，大家都

可以找得到我，這種誤會改變了我的生

活，我不能上街，一直處在恐懼中……」

想到不久之前，自己用著桌上電腦或

手提電腦跟他人互動、想了解一個人，

藉由 MSN 或說 Messenger 就已經是很時

髦的事，轉眼以臉書、Line 為主的各種

社群媒體紛紛出現，加上智慧型手機的

普及，社群媒體已經融入我們的日常生

活，甚至改變了現今人類的溝通平臺選

擇。

社群媒體的力量不僅只有溝通、連

結，還包括蒐集資訊、報導與其他相關

資料的功能。護理同仁若能夠善用社群

媒體的力量，對護理專業形象的提升也

會有正面效果。不過，正如我們所知，

社群媒體非全然無風險。當全世界都能

閱讀我們的貼文，任何人都有可能看到

我們最新的動態、我們在關注什麼、甚

至知道我們的行蹤和個人資料。近年

來，重大駭客事件在新聞上層出不窮，

如何注意自己上傳至社群媒體牽涉隱私

的內容、照片和其他個人資料的安全？

12

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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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逾越法律、倫理和職場規範，是

社群媒體使用者應面對的重大議題。

連絡感情靠社群軟體

工作相關超過四成

本期問卷以慈濟六院的護理同仁為對

象，回收 1,521 份有效問卷。

首先我們了解護理同仁平均一天使用

社群媒體多少時間，從護理同仁的回應

中，我們發現接近四成平均每天使用小

於 2 小時最多 (37.5%)，其次為≧ 4 小

時 (27.3%)，其三為≧ 2 小時＜ 3 小時

(23.3%)。

護 理 同 仁 通 常 使 用 社 群 媒 體 做 什

麼 事 呢？ 和 朋 友 聯 絡 感 情 的 將 近 六

成 (58.7%)， 其 次 為 工 作 上 的 聯 繫

(44.4%)、 打 發 時 間 (38.8%)、 獲 得 新

知 (31.0%)、記錄自己或家人的生活經

驗 (28.3%)、保存自己有興趣的主題

(24.2%)、學習新事物（23.2%）、了解

別人對事物的看法 (19.3%)、了解國內

外大事 (19.1%)、免費電話 (18.4%)……

我們羅列的選項就將近二十個，連「說

平時不敢說的話」、「扮演與現實生活

不同的身分」也有人選。這樣的調查結

果確實呼應了當前社群媒體使用者最常

見的行為──構築社群關係，共同分享

想法與感受。

善用以構築社群關係  

四成五使用上有困擾

全球已有數千萬名的護理人員、護

生、護理助理員、病人是社群媒體的使

用者。社群媒體因為具有互動與協作功

能的網路工具，讓原先被動的網路使用

者成為主動的參與者，使得有關健康、

社交與親朋好友和專業人員往來之個人

資訊，能夠在網路上進行集結、分享與

傳播。透過社群媒體平臺，使用者可以

搜尋醫療護理建議、病人也能夠交換疾

病經驗、護理同仁也能夠形成社群彼此

分享經驗，讓彼此成長。因此，社群媒

體在健康促進、提升病人了解醫療與健

康照護知識、減少病人的孤獨感、強化

護理人員連結上都具有正面的效益。護

理同仁的調查結果，也反應了這樣的全

球趨勢和潮流。

雖然社群媒體的使用對一般民眾和護

理人員均能受益，但它也存在著風險。

由問卷調查的結果中，有四成五左右的

護理同仁表示在使用社群媒體其實是有

困擾或困難的。

隱私與安全　跨越專業的界線

大部分護理同仁表示在使用社群媒

體時，面對至少一種的困難或困擾，

最常出現的困擾或困難是：擔心自己

或親友的訊息被公開 (46.8%)，其次為

擔心自己或親友的訊息放在社群媒體

的安全 (42.9%)、擔心自己在社群媒體

的言論或評論是否不當 (34.3%)、擔心

不小心洩露病人隱私或祕密 (26.4%)、

發現同事發表或放在社群媒體的訊息、

照片、影片，跨越專業的界線 (21.2%)

……。

護理人員反應出使用社群媒體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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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通常使用這些社群媒體做什麼？
( N = 1,521，複選，至多 5項 )2

44.4%

5.0%

23.2%

19.3%

13.7%

1.4%

3.3%

19.1%

58.7%

3.1%幫助別人解決問題

和朋友聯絡感情

了解國內外大事

扮演與現實生活中不同的身份

說平時不敢說的話

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參與討論

了解別人對事物的看法

學習新事物

找有用的資訊

工作上的聯繫

10.7%

1.2%

18.4%

2.8%

28.3%

24.2%

38.8%

31.0%

0.7%其他

獲得新知

打發時間

保存自己有興趣的主題

記錄自己或家人的生活經驗

聯絡失聯已久的親友

免費電話

獲得他人的同情或取暖

發洩情緒

4.3%在網路上交朋友



26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封面故事
社群智慧通

在使用這些社群媒體時，您是否有遇到困擾或困難？ ( N = 1,521，單選 )3

在使用這些社群體時，您最常
出現的困擾或困難是什麼？
( N = 690，複選，至多 5項 )

3-1

其他

2.8%

擔心您或親友的訊息放在社群媒

體的安全

42.9%

擔心您或親友的訊息被公開
46.8%

擔心您在社群媒體的言論或評

論是否不當

34.3%

發現同事發表或放在社群媒體

的訊息、照片、影片，有接受

廠商或利益團體的金錢贊助

8.3%

發現同事發表或放在社群媒體的訊

息、照片、影片，跨越專業的界線

擔心不小心洩露病人隱私或

袐密

病人詢問我健康問題，希望

我在線上回覆

10.9%

26.4%

21.2%

將病人資訊放在社群媒體的

安全問題

10.9%

接受病人以好友身分的請求

10.9%

有

45.4% (690人 )

無

54.6% (831人 )

？

？

？

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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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問題：訊息安全、洩露病人隱私或

祕密、及跨越專業的界線。這樣的答

案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因為若呼應護

理同仁使用社群媒體的目的，我們可

以發現和親朋好友聯繫感情、工作聯

繫和記錄自己或家人的生活經驗是最

常見的事。

不管科技或潮流如何發展與演進，

當個人上傳涉及隱私內容照片和其他

個人資料到社群媒體，這些資料通常會

永久留存，有些你以為只在私領域的，

卻不知為何被放在公開網域了，個別

使用者是無法完全掌握其上傳的資料

最後會被如何傳播的。

怎麼提升我們在社群媒體上的隱私

與安全呢？建議每位使用社群媒體的

護理同仁應詳加研究並了解您常用的

社群網站的隱私條款，並牢記社群媒

體有其限制。切記，每次社群軟體有

任何修改或更新時，我們使用者就需

要重新檢視自己的隱私設定，以配合

新的版本，維護個人資訊取得的限制。

雖然會花我們一些時間，但不管怎樣，

還是安全一點，以免後悔。定期上網

監測，以確保自己在社群網站上放置

的私人與專業資料是否正確或合適，

在可能範圍內，也應確認經由他人放

上網站的資料內容之正確性與合適性。

依據專業倫理準則，不論在任何場

合或任何社群媒體，均應謹守護病關係

或師生關係應有的分際，任何時候均需

維護病人或學生的隱私及機密，不可

在網站公開討論與職務相關的議題或

張貼任何與病人、家屬及學生有關的

資訊。

您是否聽過、看過或知道護理人員、護生、臨床護理實習教師因不
當使用社群媒體，造成病人、護生、醫院同仁、醫院機構安全、隱
私名聲受損的新聞事件？ ( N = 1,521，單選 )

4

否

23.2%

是

76.8%

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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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言論發表的自由

但避免騷擾與霸凌

有 76.8% 的護理同仁聽過、看過或

知道護理人員、護生、臨床護理實習教

師因不當使用社群媒體，造成病人、護

生、醫院同仁、醫院機構安全、隱私、

名聲受損的新聞。這樣的新聞事件似乎

發生的頻率不低。

社群使用者彼此間不夠相互尊重是同

事間或同儕間在社群媒體被霸凌或批評

的重要原因。雖然每位醫療成員都有自

己表達內容的權力，應給予尊重，但在

社群媒體的互動中，卻不是所有的社群

使用者都能做到尊重。曾聽過護理人員

反應：「有時候，會看到別人於社群媒

體上批鬥某些人，讓我覺得很困擾。」、

「接受來支援輪調醫師的請求，讓他加

入好友，結果卻讓自己被他騷擾。」、

「常受到不明 ID 或不明人士騷擾，真

的很困擾。」部分護理人員甚至表達有

被「霸凌」的感受。

個人使用社群媒體安全守則　

從學校開始

如何提升護理同仁提升在社群媒體上

的隱私與安全、不逾越法律、倫理和職

場規範，社群媒體使用的安全訓練就是

不可缺少的員工在職教育訓練。由問卷

結果反應，只有 21.6% 的同仁曾接受

過社群媒體使用的安全訓練，將近八成

的護理同仁都沒有受訓課，也難怪護理

同仁們擔心隱私、安全與法律倫理上的

使用問題。

自 2009 年，慈濟大學護理學系的師

長就注意到社群媒體安全使用的問題。

我們發現二年級的同學開始學習基本護

理學實習課程時，許多同學會將在示範

病房的學習或練習進行拍照和攝影，並

在社群媒體進行分享。由於同學們的分

您參加過社群媒體使用的安全訓練嗎？ ( N = 1,521，單選 )5
否

78.4% (1,193人 )

是

21.6% (328人 )

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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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享有些涉及到隱私、安全和學校校譽，

一則推文，只要一則可怕推文，就足以

影響同學、學系和學校的聲譽與安全。

面對學校聲譽可能在瞬間毀於一旦的現

實，慈濟大學護理學系開始繃緊神經，

學習在社群媒體這個戰場，捍衛學校／

學系／同學們的安全。

我們在基本護理學實習課程第一堂

課就提醒修課的同學在使用社群媒體

時：「不論見解多麼機智、獨特、有趣，

同學們在社群媒體上發言、貼文前都

應當深思熟慮。假設全世界都會看到，

再決定是否要發表。」每一門課程，

我們在課堂中，明確提醒同學們「個

人使用社群媒體守則」的規範，包括：

「不得混淆學校官方帳號和私人帳號

而造成學校／學系聲譽受損。」「不

得暗示學校贊同同學的個人觀點。」

「不得揭露實習時得知的病人機密資

訊。」「不得將病人的照片或影片在

社群媒體分享。」「不得在公開的場

合談論病人的資訊。」我們也明確說

明「任何同學或老師都不得利用社群

媒體霸凌同學或其他教職員工。」透

過這份守則，我們希望提醒同學仔細

檢視自己，清楚明白自己發言或貼文

的界線，特別是有爭議性、隱私性、

法律性和職業倫理規範的議題，因為

若慈濟大學涉入這些議題，將成為這

類社群媒體關注的焦點。除了課室上

的提醒，在實習期間我們老師群也會

再次提醒同學，系週會也安排社群媒

體安全使用議題的專題演講，這些教

育訓練活動和個人使用社群媒體守則

都希望同學們從學校開始，就能注意

和安全使用社群媒體。因此，這些年

來，慈大護理學系的同學在社群媒體

使用上都還能掌握專業與病人間、公

與私的界線，沒逾越專業倫理與法律

的規範。

您曾參加過，對您在社群媒體使用的影響是什麼？
( N = 328，單選 )

有些幫助

非常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0.3%

17.1%

49.7%

29.0%
4.0%

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0.0% 100.0% 



30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封面故事
社群智慧通

未來有機會的話，您是否
願意參與社群媒體使用安

全的訓練課程？ ( N = 1,521，單選 )

6

還要想想

不願意

33.1%

46.8%

6.0%

2.1%

12.0%

非常願意

願意

非常不願意

提升社群媒體使用安全

病人隱私與安全有保障

由於這麼多的護理同仁有社群媒體

使用上的困擾或困難，我們詢問他們過

去是否曾參與過社群媒體使用安全課程

或工作坊？只有二成左右的護理同仁表

示曾參加過，八成的護理同仁則表示從

來沒有參與過相關的安全訓練課程。這

提醒醫院的主管和學校教師，有必要舉

辦社群媒體安全、法律、倫理及職業規

範的訓練課程或工作坊，來協助同學和

護理同仁具備更安全使用社群媒體的能

力。

至於曾參加過社群媒體使用安全課

程或工作坊對護理人員有什麼影響呢？

依序為：有幫助 (49.7%)、非常有幫助

(17.1%)、有些幫助 (29.0%)，也就是絶

大多數 (95.7%) 護理人員認為團隊合作

課程能夠幫助他們處理有關社群媒體安

全的困難與困擾。

護理同仁的反應可以提供我們在課

程後，持續追蹤社群媒體安全使用的具

體成效，特別在隱私維護、個人資料安

全、謹守專業倫理與職業規範、尊重同

仁彼此言論發表、避免誤觸法律和受到

懲處。相信護理同仁有良好的社群媒體

使用的安全、法律與倫理素養後，不僅

能維護病人的隱私與安全，也能善用社

群媒體的影響力，提升護理專業的價值

與形象。

使用社群媒體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擾

或困難，是否會成為阻礙護理人員願意

提升使用社群媒體安全的絆腳石？由調

查的結果顯示，有 12.0% 的護理同仁非

常願意及 46.8% 的人願意參加社群媒體

使用安全訓練課程，不願意參加的人占

6.0%，非常不願意的人只有 2.1%。由

此結果顯示大多數 (58.8%) 護理同仁是

正向地面對問題，很願意提升自己的能

力，以有效解決社群媒體安全使用的相

關問題。護理人員若能在醫療團隊中展

現安全的社群媒體使用素養，有助於提

升病人安全和隱私，及同仁彼此的尊重

與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