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封面故事

On My Way to 
the Next Ladder路上談護理進階過程與收穫

About the Process and Reward of the 
Clinical Nursing Ladder System in Taiwan

往進階的



護理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

鼓勵由N次第進階到N4，

願意進階，

或許是為自我挑戰、專業成長，

或許是向同儕看齊，

更或者是好同事或主管們的適時鼓舞。

進階過程的報告撰寫是一大挑戰，

需要有過人的毅力與耐心，

正在朝向進階或休息中的你／妳，不要迷惘，

一步一腳印，度過辛苦的進階旅程，

必能享受圓滿專業拼圖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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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往進階的路上

■ 文 ︳劉菀倩  臺中慈濟醫院第一加護病房副護理長

劉瑋書  臺中慈濟醫院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副護理長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N %

女  1,504  94.5 
男 87  5.5 
總計  1,591  100.0 

職務別  N %

護理師/士  1,270 79.8 
副護理長 59 3.7 
護理長 68 4.3 
督導及以上 24 1.5 
個管師(功能小組) 62 3.9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108 6.8 

總計  1,591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N %

內科 296 18.6 
外科 256 16.1 
小兒 66 4.1 
婦產 66 4.1 
急重症 332 20.9 
功能小組 22 1.4 
血液透析室 52 3.3 
手術室 113 7.1 
門診 182 11.4 
心蓮 32 2.0 
行政 36 2.3 
精神科 57 3.6 
其他 81 5.1 
總計  1,591 100.0 

年齡  N %

≦20歲 31  1.9 
21-25歲 590  37.1 
26-30歲 258  16.2 
31-35歲 219  13.8 
36-40歲 237  14.9 
41歲以上 256  16.1 
總計  1,591  100.0 

年資  N %

≦1年 276  17.3 
1-2年 233  14.6 
2-3年 184  11.6 
3-5年 246  15.5 
5年以上 652  41.0 
總計  1,591  100.0 

職級  N %

N 492 30.9 
N1 269 16.9 
N2 604 38.0 
N3 150 9.4 
N4 76 4.8 
總計  1,591  100.0 

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使

護理人員在有系統的計畫中增進專業技

能、促進職涯發展，職級由 N 到 N4，然

而護理師在臨床中，已有各種不同的壓

力，如要順利進階，必然也須有相當的

準備與付出。由臺中慈濟醫院護理部主

責的本期封面故事便以「護理臨床進階」

為主題，試圖了解護理師的進階現況、

動機、動力來源等，期望能找出好方法

幫助每個護理同仁往進階的目標前進。

本期有效問卷共回收 1,591 份，職級

以 N2(38.0%) 及 N(30.9%) 居多。

近五成拚今年進階

不想進階要找動力

首先了解護理同仁今年度 (2019) 預

計進階的人數有 772 人，占 48.5%，不

想進階的人數為 428 人，占 26.9%，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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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是否今年要進階的占 20.2%，N4 有

4.4%，這些已升至最高職級的少部分人，

不用再為進階煩惱。對於臨床護理人員，

「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

的寫意名句，好像很適合替換成「我不

是已經進階，就在往進階的路上……」

剛進臨床在加護病房工作滿一年的李

東錳護理師，覺得工作業務繁忙，還需

不斷學習臨床新知，下班總是疲憊不堪，

若要進階，勢必在壓縮的時間內又要查

找資料，一邊得進行撰寫報告，覺得

不用自找麻煩，原本已自許當個萬年快

樂 N，但看著同期的工作夥伴個個都完

成進階 N1，才驚覺自己不可能做不到，

只是「要不要做」而已，在今年已邁出

第一步，進行各項進階準備。

針對今年不打算進階的 428 位護理

今年有預計進階計畫？

（	N	=	1,591，單選）

不想在今年進階的理由？

(	N	=	428，複選至多 3項）1 1-1

師，進一步詢問理由，最主要是「沒有

動力」57.2%，其次為「沒有時間參加

課程」38.1%；「書寫個案報告有困難」

27.8%，應該是 N1 或 N2 背景者勾選較

多，「書寫專案有困難」14.3%，選答者

應是 N3 為主。

臨床確實可觀察到，不少人是剛到醫

院的第一年晉升 N1，且自信滿滿，輕鬆

自在，因為只需要繳交相關疾病照護的

讀書報告及臨床病人相關護理照護層面

的文書資料，將其按照規格排版，在護

理長及學長姊的輔導中，即能邁向康莊

大道，順利通過 N1 進階。但要進階 N2

時，書寫報告的難度增加，且需額外上

進階相關課程，有時體力真的吃不消，

不確定

已是 N4 不需進階 否 (428 人 ) 

是

20.2 %

26.9 %

48.5 %

4.4 %
沒有動力 57.2 %

進階申請繁雜 13.6 %

書寫個案報告有困難 27.8 %

書寫專案有困難 14.3 %

沒有時間參加課程 38.1 %

進階考試有困難 1.6 %

其他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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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考慮或準備要進階的動機是？

（	N	=	1,591，單選）2

貼」得票率 79.3%，接近 8 成；名列第

二大好處則為「自我肯定」，得票率

49.3%，接近5成，「提升專業照護能力」

44.2% 緊接在後。透過每篇不同的個案

報告書寫，如何從實證文獻中幫助病人

恢復健康，能透過進階準備的過程中有

更好更適合的照護模式。

有四年臨床經驗的蕭文豪，在取得 N1

資格後就沒有再進階的想法，他說：「進

階了也是做同樣的工作啊。」但是上同

一班別的同事告訴他，「進階除了可以

更了解照顧技巧、衛教認知，更重要的

一點可以加薪，好處那麼多為什麼不要

呢？」文豪把話聽了進去，認真思考，

進階優點不少，而且也是為了以後生涯

3.3 %

其他
9.6 %

職務需要

9.3 %

護理部要求

12.6 %

主管要求

5.7 %

向同儕看齊

31.9 %

自我專業成長27.7 %

自我實現

看著目標與自己的距離無限遙遠，加上

案例分析報告要結合收集臨床病人資

料，將資料消化分析完，按照病人問題

與照護需求，蒐集對應的文獻……種種

困難出現眼前，因此對進階打了退堂鼓。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副護理長劉瑋書當

年便是這樣的心情，但改變的契機是看

到單位夥伴們互相激勵，讓她的心情微

妙地發酵轉變，動力又再度湧現。

六成進階為達成自我要求

過來人也推一把

詢問所有護理人員，考慮或準備進階

的動機，「自我專業成長」31.9%、「自

我實現」27.7%，這兩個答案的比例最

高，加起來將近六成，顯見還是「自己」

要，才會有最強的動力。其他答案如「主

管要求」12.6%、「職務需要」9.6%、「護

理部要求」9.3%，還有「向同儕看齊」

有5.7%。當自己還在觀望、沒有行動時，

有時就需要過來人推一把。

我們都經歷過進階的感受，那是一次

又一次突破困難的成就感，且邏輯思考

能力會變強，進一階，會看見更廣更遠

的護理世界。柯慕柔就是向同儕看齊的

例子之一，N2 職級已經伴她 2、3 年了，

看著同伴陸續進階通過 N3，她對自己

說：「我沒有比別人差，我怎麼可能做

不到！」激發她開始朝著 N3 邁進。

收入增自信也增

病人照護品質也提升

進階有什麼好處呢？「獲得進階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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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參與進階的好處？

（	N	=	1,591，複選至多3項）3

規畫做準備，因此也產生了動力，在今

年朝 N2 前進。

護理進階中，撰寫報告是一大挑戰，

進階 N1 為讀書報告、進階 N2 為案例分

析，進階 N3 為通過護理學會審查的個

案報告。N1 到 N3 的進階報告，比較強

調收集資料、查考文獻、進而對病人的

身、心靈健康甚至家庭照顧，能夠完整

評估，並提供個別之護理照護，解決健

康問題；N4 進階主要期待護理人員能夠

學習以科學方法、理性的態度解決問題，

發揮團隊精神，以具備品質改進的能力，

須通過護理學會審查「專案報告」，專

案主題發想的來源常常是護理單位為了

要提供給病人更好的照護品質，找出創

新及解決問題的策略。對楊婉溱護理長

來說，在她所處的病房多為需要進行化

療藥物治療的病人，她發現單位新進護

理人員多，對處置不熟悉，提出了「提

升癌症病房護理人員執行化學藥物給藥

正確性」的改善專案，在活動期間，提

出了重修作業標準、設計滴注觀察表、

加強教育訓練及訓練內容等多項做法，

順利提升了照護品質，而後續將成果書

寫成送審護理會的專案，也順利通過 N4

進階。

克服八大困境

修改報告有耐心最重要

進階過程克服了哪些困境？列出的八

項困境，都有超過 20% 以上的比例，表

示大家真的是克服了很多困境才達成了

進階，其中最高的為「耐心面對多次進

階報告修改」47.6%，其他超過三成選答

的有「需撥空書寫進階報告」35.7%、

「進階報告技巧書寫須提升」33.8%、

「進階動機強烈」31.9%。

在婦產科病房任職，投稿三次個案報

告才成功的陳美鳳護理師，第三次投稿

時，原本想說依第二次投稿評審委員的

建議，小修一下就好，想不到，再請有

經驗的主管指導時，修改建議仍是紅通

通一片，但她憑著自己一定要通過的毅

力，一次又一次按照與主管所討論的方

向修改，文章內容從邏輯性不佳，到能

提供完整的照護經驗撰述，終於通過了

護理學會的審查，順利進階 N3 報告。

修改報告，經多次毫不留情的修正，

獲得進階津貼 79.3 %

職務升遷 18.2 %

提升專業照護能力 44.2 %

問題分析與處理能力進步 20.2 %

自我肯定 49.3 %

寫作技巧提升 11.3 %

其他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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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面對進階挑戰 26.6 %

其他 1.6 %

直到做出自己專屬的文章，這種雕塑自

己作品的心情，真是飽含心酸與快樂，

尤其當投稿送審通過時，那種自己的心

血結晶被認同的當下，內心澎湃洶湧，

無法形容，所有流過的淚水與汗水，在

那一瞬間就感到值得了，這就是寫報告

讓人上癮的原因，後續因辛苦沒有白費，

使人有更強烈的進階動機，一步一步不

間斷往上登至下一階段。

主管同儕鼓勵支持		

進階實現專業自我

撰寫進階報告的動力，46.4% 來自

「主管的鼓勵與支持」，緊接著是「同

儕鼓勵與支持」45.0%，而有主管願意

指導進階報告書寫，因而有動力的，占

37.7%，「清楚的進階課程與安排」占

32.8%……顯見主管與同儕除了心理上

的支持，能幫忙看報告或給予修改意見，

等於是給進階燒腦到不知還要怎麼修改

的同仁最實質的幫助了。而課程安排或

進階規章等等，則是醫院護理部可以為

想進階的同仁多做一點的地方。

對多數護理人員來說，進階需要有過

人的毅力與耐心，有如歷經一番毛毛蟲

破繭而出才能蛻變成蝴蝶展翅飛翔。社

區護理組的范姜玉珍護理長，目前是臺

中慈院護理部內協助輔導護理學會個案

報告的授課講師，她在上課的時候都會

告訴學員：「當初我投稿二次個案報告

您或周遭同仁，能順利進階，是因為克服了哪些困境？

（	N	=	1,591，複選至多 3項）4
了解進階規章要求 22.3 %

達成各職級所需之應上課時數 28.3 %

進階動機強烈 31.9 %

找到進階報告適合主題或個案 29.0 %

進階報告書寫技巧提升 33.8 %

撥空書寫進階報告 35.7 %

耐心面對多次進階報告修改 4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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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老師指導進階報告書寫 9.9 %

學校所學寫作技巧 7.9 %

外聘老師協助進階報告書寫 7.8 %

自行參閱期刊雜誌報告書寫 7.7 %

其他 5.2 %

送審沒有通過，第三次想賴皮不寫，結

果在護理長的鼓勵及逼迫下，只花了兩

週時間，就完成了報告及送審，而竟然

就通過了！」依她的經驗，告訴學員，

書寫個案報告送審，若沒通過不要灰心，

那都是進步的養分；只要有心，一鼓作

氣，個案報告也可能在短時間內起死回

生。

一個人進行報告書寫會很孤單，若有

人在旁邊與之同行，將會在途中枯燥乏

味、壓力大到喘不過氣時，給予鼓勵與

正向的支持，或是寫到腦筋打結無法思

考時，適時提供建議。回頭來看，一起

努力的朋友，往後回想起來都是苦與甜

攪拌在一起，形成一幅美好回憶的畫面。

當然，在協助及鼓勵進階的過程，醫院

可再添加增進動機的激勵方案，安排較

方便的上課內容及時程，更透明的進階

規章及提醒，讓護理同仁感受進階有大

家和院方的陪伴，願意拚一下。

如果你熱愛運動，可以把護理專業進

階的五個等級，想像成網球賽的大滿貫，

或是各類球賽的冠軍盃；或是爬山登上

了玉山頂峰，然後挑戰聖母峰；還在 N

職級，就一步步、一階階拼起來，已經

起步的人，朝目標就更近了。找到自己

進階的動力，鎖定目標，然後就會找到

方法，很重要的，有主管鼓勵、同儕一

起相互陪伴，是正向的勉勵與支持，進

階之路才不會孤單。雖然不進階不代表

專業能力不強，但透過每個階段的進階，

不只福利制度改變，更重要的是延伸到

有研究、教育的學習成長機會，視界開

闊，實現了自我肯定。正在朝向進階或

是還在休息中的你／妳，不要怕、不要

迷惘，我們一起面對、一起尋求答案，

互相鼓勵度過辛苦的進階旅程，享受圓

滿專業闖關的喜悅。

您認為有參與撰寫進階報告的意願，動力來自於？

（	N	=	1,591，複選至多 3項）5
主管鼓勵支持 46.4 %

主管指導進階報告書寫 37.7 %

同儕鼓勵支持 45.0 %

同儕指導進階報告書寫 20.1 %

清楚的進階課程安排 3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