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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指導老師的臨床參與及認同

在教學醫院及醫學中心，可見一群護生穿梭其間，

帶領他們的，是護理實習指導老師；

對於臨床護理師，老師可提供不同想法與意見，

給予報告或專案的指導與諮詢，輔導教學的技巧，

分享經驗或新知……

  
實習指導老師樂於參與臨床，取得高度認同，

不只指導學生，臨床護理師也獲益，

團隊多方皆贏……

Particip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Intern Class 
Teachers in the Clinical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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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醫場域 樂教學

■ 文 ︳張美娟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N	 %

女 1,365 94.3

男 82 5.7

總計 1,447 100.0

職務別 	N	 %

護理師/士 1,164 80.4

副護理長 47 3.2

護理長 64 4.4

督導及以上 19 1.3

個管師(功能小組) 42 2.9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111 7.7

總計 1,447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N	 %

內科 274 18.9

外科 233 16.1

小兒 58 4.0

婦產 59 4.1

急重症 303 20.9

功能小組 12 0.8

血液透析室 45 3.1

手術室 93 6.4

門診 192 13.3

心蓮 29 2.0

行政 27 1.9

精神科 74 5.1

其他 48 3.3

總計 1,447 100.0

年齡 	N	 %

≦20歲 25 1.7

21-25歲 532 36.8

26-30歲 230 15.9

31-35歲 203 14.0

36-40歲 233 16.1

41歲以上 224 15.5

總計 1,447 100.0

職級  N %

N 472 32.6

N1 225 15.5

N2 553 38.2

N3 139 9.6

N4 58 4.0

總計 1,447 100.0

早上 10 點半，會議室正要準備一場

病房衛教，2、3 位病人零星坐著等待。

此時新入院病人忽然不約而同進來，學

姊忙進忙出，病房瞬間變成戰爭模式。

實習指導老師見狀趕緊叫學生集合，叮

嚀兩句︰「你們幾個去幫學姊備床。」

「你們幾個去幫學姊邀請病人來聽衛

教。」學生陸續加入戰場。10 分鐘後，

學姊匆匆進來，會議室坐滿病人，一位

學妹正推著點滴架幫助病人入坐，桌上

的禮物也放好，學姊開講，之後衛教活

動在掌聲中結束。

在醫院另一個病房，下午 1 點半有

Grand round 大討論會，今天負責的護理

師顯得很緊張，拿著人形圖海報，「老

師您有空嗎？我講給您聽聽，給我些建

議……」

在醫院，除了正式的護理人員，很多

單位可以看到護理實習老師帶著一群青

澀的護生穿梭其間，一起在病房學習護

理病人，參與病室的活動。護生的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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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實習指導老師是靈魂人物。實習

指導老師一方面要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

與臨床經驗，一方面要有教學輔導的能

力，因此學校在聘任時，不管在學歷或

經歷，皆有嚴格的條件，才能在實習單

位發揮指導護生的功能。很多實習指導

老師在醫院的時間遠比在學校長，實習

單位成為老師主要的工作場域，在帶實

習的過程中，不知不覺也成為護理照護

團隊的重要角色，默默地在其中產生許

多團隊效應。

本期的封面故事想從臨床護理同仁的

觀點，看看實習指導老師的護理團隊參

與度。本次的調查，以慈濟醫療志業六

家醫院護理人員為主，共 1,447 人填寫

問卷。

七成的單位有實習生

三成與老師常有互動

詢問護理同仁在其單位，平均一年

有多少時間實習指導老師與學生前來單

位實習？有 30.4% 表示所在單位半年

以上都有實習學生實習，不到半年的有

45.2% 的人；回答單位沒學生實習的有

24.5%。也就是 7 成以上的護理同仁工

作的單位，或長或短皆有實習指導老師

帶著學生前往實習。

在單位有學生來實習經驗的護理同仁

中，23.7% 的同仁經常或總是與實習指

導老師有互動，19.4% 有時與實習指導

老師有互動，但有 36.6% 的同仁是從

來沒有與老師互動的經驗。本調查對象

32.6% 為新進人員，有可能還未碰到學

生實習，還未有機會與實習老師互動。

我的工作單位，平均一年有學校
的實習指導老師與學生前來實
習的時間大約是？( N = 1,447，
單選 )

1

老師不只指導實習  臨床也獲益

實習指導老師負責學生實習，參與病

室活動，成為護理團隊的一員，其學養

經驗不僅影響學生，也同時影響護理同

仁。詢問在職護理同仁，在工作經驗中，

從學校的實習指導老師身上受益的事有

那些？

結果有近 6 成的同仁提出︰老師可提

供我們單位許多專業上不同的想法與意

見、老師與學生可以和我一起照顧病人、

以及老師提供我讀書報告、個案報告或

專案的指導與諮詢。將近 4 成的同仁指

出當碰到臨床的困境時，實習指導老師

可分享經驗協助解決。有超過三成的同

仁提到實習指導老師可幫助我與實習護

1-12 個月
沒有學生來實習

3 個月及以下
1-6 個月

1-9 個月

24.5 %

22.9 %
22.3 %

14.4 %

16.0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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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互動，實習指導老師會跟我分享他

的專業經驗或新知，我可從中學習。

每位實習指導老師都是經過學校精

挑細選的優秀護理人員，在成為老師之

前，皆在臨床上磨練許久，有些老師不

止有一科的專長，甚至還有許多不同醫

院的經驗。亞芬老師具有內外科及小兒

科的經驗，除了內外科實習外也協助小

兒科實習。小兒科的病人主要以內科問

題為主，一天來個髖關節脫位進行體石

膏矯正的小病人，因為出現壓瘡住院治

療。石膏護理對小兒科病房的護理人員

是少見的技術，難免生疏，護理長利用

晨會的時間幫同仁複習，也請老師分享

外科石膏護理的經驗，讓同仁能更正確

執行技術。在指導學生進行石膏護理的

時候，護理同仁亦趕緊在旁聚精會神觀

摩老師的示範。

慧群老師除了在慈院帶實習外亦協助

他院的實習，這天病房碰到小朋友需要

warm steam inhalation ( 溫蒸氣吸入 )，

但因設備的限制，大家正苦思如何解決

這個問題，此時老師提供她在他院看到

的作法，用現有的設備經過一些巧思解

決了病房的問題。

實習指導老師因實習的安排，被指派

到不同醫院協助實習，是充滿壓力與挑

戰的任務，但也有機會觀摩與學習各醫

院醫療照護的特色，開闊視野。藉由實

習老師分享，許多新知、技巧與臨床的

創意，可讓更多的醫護人員學習，嘉惠

更多有需要的病人。

臨床護理師的學術高牆

老師樂於教學相長

能力進階制度對每位同仁而言是一種

無形的壓力，尤其是 N2 升 N3，需要通

過個案報告的審查。實習指導老師與護

理同仁在同一病房照護病人，對個案的

認識與護理問題的剖析，往往成為單位

護理同仁求助的對象。老師與護理同仁

共同討論下彼此教學相長，同時也建立

起良好的互動關係。實習指導老師的教

學指導除了學生獲益外，護理同仁似乎

也能從旁學習。珍妮是小兒科的資深護

理師，剛晉升病房副護理長，負責新進

同仁的教學與輔導，新進護理同仁初來

病房，如同護生，副護理長需像實習老

師一樣，處理新人的焦慮與不安，珍妮

說，病房實習指導老師與學生的教學互

動成為她最好的實境觀摩對象。實習老

我的工作中，與學校實習指
導老師互動的經驗？ ( N = 
1,447，單選 )

2

36.6 % ( 529 人 )

20.2 %  
( 293 人 )

19.4 %  ( 281 人 )14.9 %  ( 216 人 )

8.8 %
 ( 128 人 )

從來沒有

很少

有時經常

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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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工作經驗中，從學校的實習指導老師身上受益的事有？
( N = 918，複選 )3

師將十八般武藝傳授給珍妮，使她更有

能量協助新人度過適應期，成為病房的

生力軍。

菜鳥中的菜鳥階段

老師的責任感最重要

臨床實習是護理的核心教育，由模擬

的學習方式進入到實境學習，這是每一

個護生要成為獨當一面的護理人員必經

的歷程，充滿壓力與挑戰。對護理同仁

而言，協助學生實習，傳承護理經驗，

是責無旁貸的任務，但對學生來單位實

習卻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如果

碰到聰敏慧黠的學生或專業且經驗豐富

的臨床實習指導老師一起照顧病人，則

可分擔許多護理工作，減輕壓力；如果

老師跟學生都是生手，許多護理工作可

能因為學生實習而延宕，反而增加照護

的負擔。

暑假的實習往往帶給單位最大的壓

力，因為經常是護生全年實習的開始，

是菜鳥中的菜鳥階段。病房戰戰兢兢地

迎接這些新手，期待的是實習指導老師

能穩穩地掌握學生的實習，成為病房的

助力而非阻力。怎樣的實習指導老師在

護理同仁的心目中是助力呢？

老師可提供我們單位許多專業上不同的想法與意見 57.2 %

老師與學生可以和我一起照顧病人 57.2 %

老師提供我讀書報告、個案報告或專案的指導與諮詢 57.2 %

當碰到臨床的困境時，實習指導老師可分享經驗協助解決 39.2 %

實習指導老師可幫助我與實習護生的互動 35.0 %

實習指導老師會分享他的專業經驗或新知，我可從中學習 35.6 %

實習指導老師是我談心舒壓的對象 10.8 %

實習指導老師是我護理的角色模範 13.4 %

實習指導老師提供我個案問題與照護計畫的建議 19.0 %

其他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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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單位環境與常規 46.0 %

護理技術熟練 26.3 %

自我充實照護知識 27.7 %

會負起臨床教導護生的責任 49.5 %

帶領護學參與單位活動 17.8 %

與醫護人員互動良好 33.9 %

具備教學精神 40.6 %

有溝通協調能力 32.4 %

其他 1.4 %

在詢問護理同仁實習指導老師與單

位合作指導護生時，應具備的前三項特

質，最多護理同仁認為實習指導老師

會負起臨床教導護生的責任 (49.5%)；

其次是熟悉單位環境與常規 (46.0%)、

具備教學精神 (40.6%)；大約有三分

之一的同仁認為老師需與醫療人員互

動良好 (33.9%)、具有溝通協調的能力

(32.4%)。

有別於其他學門的實習課程，護理的

實習通常讓學生直接照護病人，需有一

位實習指導老師或護理人員在旁監督指

導學生。通常一個病房同時有 6-7 位學

生實習，很多的學習活動是老師與護理

同仁共同指導，一起分擔。學生生澀的

技術，需要耐心細心地指導，許多的照

護攸關病人的生命安全，疏忽不得。我

們常看到病室的角落，學姊看著學妹抽

藥，原本只要一分鐘的工作，為了提供

學生學習機會，可能得花上 10 分鐘才

能完成，此時的學姊雖然心急，但也要

表現出耐心，鼓勵學弟妹，「沒關係慢

慢來，不要染汙了」。在自己照護的組

別學生愈多，時間的壓力可能就愈大。

此時如果實習老師能有效率地指導學生

的學習活動，學長姊的負擔即能減輕

些，因此對實習指導老師的特質，最多

護理同仁認為實習指導老師負起臨床教

導護生的責任很重要。

對實習指導老師而言，能獨當一面指

導學生實習，首要的工作就是要熟悉單

位的環境與常規，如同調查結果護理同

仁認為的老師特質。為了協助老師熟悉

單位，每換一個新單位，學校皆安排老

師需有 2 到 3 週熟悉單位的時間，除了

熟悉環境外更要認識醫療團隊，與團隊

建立好關係。學生在實習前常喜歡探聽

自己將碰到的實習指導老師，其中一個

令人安心的評語即是「老師跟單位學姊

很熟」，老師與醫療團隊良好的互動關

我覺得實習指導老師與單位合作指導護生時，應具備下列那些特質？
( N = 918，複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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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我認為實習指導
老師來單位帶實習，帶給單
位正向的效益程度？ ( N = 
918，單選 )

5係是一股安定的力量，讓學生的實習壓

力降低。他們相信與單位互動良好的老

師，學長姊們會愛屋及烏，提供他們更

多的學習機會。  

樂於教學的臨床環境

如沃土滋養新芽

在這次的調查中，多數護理同仁肯定

實習指導老師到單位帶實習帶來單位的

正向效益，有 8 成 (79.8%) 表示有效益

及非常有效益。護理教育與臨床實務密

不可分，學生的實習課程將學校教育團

隊加入臨床護理團隊，共同為培育護理

人才努力。實習環境如同土壤，護理同

仁是土壤中的養分，滋養每一個護理新

芽；實習老師是陽光與水，是每個新芽

的生命要素，同時也讓土壤更為肥沃。

婷安是今年剛踏入臨床的護理生力

軍，剛度過新人試用期，可以獨立照顧

一組病人了。回想試用期間，最感謝的

貴人之一是單位的實習指導老師。老師

豐富的臨床經驗，讓她印象深刻。那天

一位上消化道出血的病人，早上生命徵

象量起來在正常範圍，老師靈敏的嗅覺

提醒她，這個生命徵象跟之前比較，血

壓降了些，心跳快了些，又是消化道

出血的病人，需更提高警覺，要趕快通

報醫生診視，果然及早發現病人正出血

中。

對新人而言很多的技術還不熟，實

習指導老師除了帶學生，也把新進護理

人員當學生指導。婷安說，她對導尿技

術不熟，在老師循序漸進的示範與指導

下，已能掌握技巧，充滿自信地獨立完

成。因為是新人難免碰到工作的挫折，

老師敏銳的觀察力，注意到她的失落，

一句安慰鼓勵的話，有如一股暖流，溫

暖了受傷的內心。

實習指導老師臨床參與度高，成為護

理團隊的重要一員，不僅能在學生實習

指導獲得更多團隊的支援，同時也將自

己的角色功能發揮更大的效益，擴及團

隊的每一個成員，創造更高的價值。

剛聽完交班，實習指導老師將學生負

責照護的個案檢視一遍，一一與學生討

論個案照護的重點後，「走，我們給藥

去。」行動工作車推入病房，「王太太

早安，我是今天照護您的護生……」忙

碌的白班揭開序幕……

有點效益

很少效益

有效益

非常有效益

54.6 %

25.2 %

16.3 %

3.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