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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尊重身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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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 94.1

男 91 5.9

總計 1,537 100.0

職務別  N %

護理師/士 1,246 81.1

副護理長 55 3.6

護理長 65 4.2

督導及以上 19 1.2

個管師(功能小組) 53 3.4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99 6.4

總計 1,537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N %

內科 281 18.3

外科 221 14.4

小兒 55 3.6

婦產 66 4.3

急重症 335 21.8

功能小組 11 0.7

血液透析室 53 3.4

手術室 102 6.6

門診 209 13.6

心蓮 29 1.9

行政 31 2.0

精神科 55 3.6

其他 89 5.8

總計 1,537 100.0

年齡  N %

≦20歲 27 1.8

21-25歲 570 37.1

26-30歲 267 17.4

31-35歲 209 13.6

36-40歲 218 14.2

41歲以上 246 16.0

總計 1,537 100.0

職級  N %

N 465 30.3

N1 245 15.9

N2 623 40.5

N3 134 8.7

N4 70 4.6

總計 1,537 100.0

一位 80 歲失智症合併有多重慢性疾

病的男性病人，因跌倒住院。小夜班的

護理師巡視病房，發現病人點滴快滴

完了，她雙手舉高準備將點滴重新掛到

點滴架，病人突然伸出一隻手抓住護理

師的手，另一隻手則看似「不經意」的

碰觸護理師的臀部，幾天後，再次「不

經意」碰觸護理師的胸部。護理師覺得

病人是故意的，就向護理長反應。護理

長詢問病人和家屬，病人說：「我沒印

象。」「我爸爸失智，意識不清，應該

不是故意的。」家屬覺得無傷大雅的說。

護理師委屈地說：「難道是我自己大驚

小怪？只能自認倒楣，默默接受？只能

在恐懼中工作？護理工作還能走下去嗎

……」

有一位女性病人手術後被送回病室，

由女性病房照服員為病人整理衣物與病

床，男性護理師和男性護生則在一旁移

動點滴架，準備為女病人掛上點滴。然

而這時，病人的先生從病室外進來，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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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為男護理師和護生看到太太穿著手術衣

裸露的臀部，頓時情緒失控，大聲飆罵

男護理師和男護生。護理長聽聞狀況，

立刻趕到病室，請這位先生冷靜，並且

要向他說明。但病人先生不聽，一再對

男護理師、男護生和護理長嗆聲：「你

先脫光讓我看，我再來聽你解釋！」病

人先生認為：「醫院怎麼可以安排男護

理師和男護生照護我太太？我太太的臀

部怎麼可以隨意被其他男性看到！」

每日的醫療工作中，護理人員與同

事、病人及家屬接觸的機會最多，很多

護理技能的操作過程中難免需要直接接

觸病人的身體。過去，時有耳聞護理人

員／護生遭遇職場性騷擾的事，但近年

來，隨著社群媒體、網際網路的普及，

護病間性騷擾或病人身體界線受侵犯的

新聞也層出不窮，令護理人員、病人與

家屬間都感到煩惱而無奈，影響病人與

家屬對護理人員的信任，也影響護理人

員工作心情，甚至萌生離開護理的職

場。為什麼在我們每日生活或工作中有

那麼多侵害個人身體的事件發生呢？如

何與病人保持合適的安全距離？如何注

意病人語言與非語言的行為？而護理師

又該如何做才會讓病人感覺受尊重？如

何不逾越法律、倫理和職場規範，是護

理人員、護生及病人在面對身體自主權

的重大議題。

什麼是身體自主權？

「身體自主權」是指一個人對自己

身心管理與主張的權利、義務及能力，

請問您在臨床實務工作中有過

身體被碰觸而感到不舒服的經

驗嗎？ (	N	=	1,537，單選	)
1

例如：一個人有使用自己身體做事情的

權利與能力、有保護自己身體的義務、

有享受身體感覺的權利與能力、有管理

自己思考與行為的權利與能力、有管

理自己思考與行為的義務。大致來說，

它包含了思考、行為、心理和身體感覺

四大領域。每個人都可以決定如何使

用自己的身體，即使別人不認同也無

權干涉，當然這並不代表一個人可以

無限上綱地運用身體為自己服務，而

不管這些行為可能對他人造成的影響。

身體自主權也是天生的，身體是一個

人最大、最私有的財產。

「隱私處」如生殖器官、臀部、女

性乳房等極私密、開放度最低的身體

部位，通常只有自己和親密伴侶可以

看到或碰觸到，但有時候，因為特定

63.0 %

37.0 %

(569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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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床實務工作中，您曾有

過身體自主權被侵犯的類型

是什麼？ (	N	=	569，複選	)
2

的展現，也是一種權利與義務，更是

個人對自己身體的保護與尊重。

不尊重他人的身體界線，以及沒有

適當保護自己的身體界線，往往提高了

性騷擾或性侵害等與性別有關的侵權

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性騷擾或性侵害行

為會以視線、語言攻擊、肢體碰觸等

形式出現。依嚴重程度不同，可以區分

為性騷擾、性挑逗、性賄賂、性要脅、

性攻擊五個等級。根據行政院性別平

等會 2019 年 5 月之「疑似校園性騷擾

事件」統計資料顯示，遭受性騷擾或

性侵害仍以女性居多，占 94.06%。

本期問卷以慈濟六院護理同仁為對

象，共回收 1,537 份有效的電子問卷。

由問卷的結果，護理同仁告訴我們在

醫療工作中，他們確實曾遇過身體界

線受侵犯的困擾，但也曾發生被病人

抱怨侵犯身體的經驗。

三成七曾遇身體界線受侵犯

首先我們了解護理同仁在過去臨床

實務工作中遇過身體界線被侵犯而感

到不舒服的經驗，有三成七的護理同仁

回應曾有過這樣不愉快的經驗。他們表

示最常面對的身體界線受侵犯的困擾

是身體被碰觸 (78.6%)，其次為「有性

意涵」的話語 (21.4%)、其三為身體碰

觸和性意涵的語言都有遇過 (9.8%)。

而最常被碰觸的身體部位有胸部、腰

部、臀部、手、肩膀、大腿等。發生

身體界線越界的情境則有：幫病人測

量血壓、測量血糖、放置靜脈留置針、

情境或個人需要，有可能會適當允許

他人接觸，例如就醫診療、女性分娩、

性行為等，但除此之外，多數時候對

大多數人來說，不會願意自己的隱私

處被碰觸或受到侵犯。因此，能區分

哪些是舒服的、可以被接受的碰觸，

哪些又是不舒服、不被接受的碰觸，

是身體自主權的基礎概念。

什麼是身體界線？

每個人能夠忍受別人碰觸的限度，

稱為「身體界線」，是一種隱而不顯、

看不見卻主觀存在的分界。每個人可

以決定自己的身體界線，但必須先了

解自己的身體，才能幫助自己訂定身

體的界線。此外，對於可被碰觸的範

圍和尺度，每個人也不同，這樣的個

別差異就可能導致緊張衝突。因此，

學習維護自己身體界線的同時，也需

要尊重他人不同的身體界線，是與他人

是否能夠和諧相處的重要關鍵。因而，

在與他人互動過程中，清楚、適當地

表達自己的界線，是個人身體自主權

0.0% 100.0% 

二者都有

身體被碰觸

有性意涵的對話 21.4
78.6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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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生身體自主權被侵犯時，

你的感受是什麼？

(	N	=	569，複選至多 3項	)
3幫病人翻身、幫病人移床、進行治療，

甚至進行會談時。碰觸的方法則包括：

故意撫摸、碰、抓、摟抱、拍打，甚

至出現強硬的親吻行為。除了「聽力

界線」受侵犯的性意涵語言外，「視

覺界線」被侵犯也出現在護病互動的

過程中，護理同仁說：「他用很猥褻

的眼神看著我的胸部，真讓我感到很

不舒服。」這樣的結果顯示在臨床實

務工作中，護理人員身體界線被侵犯

不是一種少見的現象，值得護理同仁

在執行護理工作時提高警覺，以保護

自己的身體界線。

避免被越界或侵犯他人

需尊重每個人的身體界線

護理同仁反應當發生身體界線被碰

觸時，他們至少出現一種不愉快的經

驗。他們表示最常出現的反應是：害

怕 (28.1%)、生氣、噁心 (26.0%)、我

是不是小題大作 (14.9%)、沒什麼大不

了 (12.3%)、覺得自己不乾淨 (4.6%)、

做惡夢，睡不著 (3.9%)、和自己是否

做錯什麼 (3.7%)。

害怕、生氣及噁心是護理人員在身

體界線受侵犯最常見出現的三大不愉

快的心情，這樣的情緒反應並不讓人

感到意外。因為這些不舒服的感受正

是身體自主權受侵犯時應該出現的心

情感受。一旦護理人員的心情受影響

後，也容易導致他們不想照顧病人，

影響工作效率與工作品質。就如有護理

同仁寫下「心理很不舒服，很噁心」、

「很生氣」、「讓我的內心潛藏了陰影，

很害怕」、「講話就講話，為什麼要

亂搭我的肩」、「怎麼可以未經我的

同意就觸碰我，太不尊重他人的個體

和專業了」……

菜鳥護理人員因為對身體界線的敏

感度不夠，自覺病人應該不是故意的，

不需要和病人計較、為了面子不想將

事情擴大，當作沒事；而被抱怨的護

理人員則自覺是做分內事，這都是身

體界線受侵犯在臨床實務工作中被忽

略的原因之一。資深護理同仁表示：

「有時候看到新手護理師在放靜脈留

置針時，就看到病人亂摸她的手，她

也不敢制止病人。」部分資淺的護理

人員有類似經驗，想法是「他是病人，

應該不是故意的，不要和他計較，就

原諒他吧！」

0.0% 100.0% 

這沒什麼大不了

我是不是做錯什麼

我是不是小題大作

我覺得自己不乾淨

我會做惡夢，睡不好

我會害怕

其他

12.3

14.9

3.9

3.7

4.6

28.1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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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對地，也有極少部分被病人或

家屬抱怨超越了身體界線及隱私權的

護理人員。有男護理師分享「病人的先

生很生氣，想揍我，說我怎麼可以看

他太太裸露的胸部、屁股」、「病人

說怎麼沒有先問，就幫他太太導尿」，

惹家屬生氣暴怒，護理師也覺得冤屈，

因為他想著的是「我不幫她太太放導

尿管，怎麼收集尿液做細菌培養？」

因為要執行工作幫病人恢復健康而不

小心碰觸了家屬的身體界線。

被踩線的當下立即制止		

積極處理以防再發生

當發生身體自主權被侵犯，被病人

或家屬踩過界限標準的那一條線時，我

們的護理同仁通常採取那些行動來回應

呢？超過五成 (54.7%) 的護理同仁表示

「馬上拒絕對方」。其次是「告訴主管

協助處理」，有 23.2% 的護理人員表

達採取這樣的方式來回應。「投訴醫

院信箱」和「不敢告訴別人」則分別

有 4.6% 和 3.5%。「立刻大聲喝斥」是

其他回應行動中最常採用的方法。至於

「投訴醫院信箱」、「向性平委員會申

訴」比例很低，很少護理同仁曾採取這

類的回應行為。為免護理人員採取不合

宜的回應行為，就使得身體自主權成為

醫療／校園安全環境下，不可缺少的在

職教育訓練。反觀被病人或家屬抱怨越

界的護理人員，通常採取的行為是「跟

同事抱怨」、「告訴病人家屬這是我的

責任」、「請同事幫忙」。

是

否

請問您在臨床實務工作中有

因為碰觸他人身體而被抱怨

的經驗嗎？

	 (	N	=	1537，單選	)

5

15.4 %

84.6 %

在發生身體自主權被侵犯時，

你採取什麼行動來回應？

(	N	=	569，複選至多 3項	)
4

0.0% 100.0% 

54.7

3.5

1.2

23.2

4.6

1.9
2.1

我馬上拒絕對方

我告訴主管協助處理

我不敢告訴別人

我投訴醫院信箱

我向性平委員會申訴

我猛吃東西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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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自主權與性別平等教育

從學校開始

我們在每一門護理專業課程就提醒

所有師生，保護自己也要尊重同學的

身體自主權與身體界線：「課堂上或

平時與同學互動中，避免出現有性或

性別意味的歧視語言、帶有攻擊的黃

色笑話、過分探問較隱私的議題、課

餘時間和同學談論無關課業的事情、

與同學過度親近，逾越師生間界線、

有意無意觸碰對方，逾越身體界線，

令對方覺得不舒服、被冒犯。」我們

也利用系週會時間，邀請學校的性別

平等委員進行性別平等相關法律的教

育訓練，避免師生與護病間逾越身體

界線和法律的規範。

在每一門護理實習課程中，我們教

育同學要尊重病人的身體界線和病人

的選擇：「進行病史詢問、身體檢查、

暴露病人隱私處，應向病人說明自己

的身分，並取得病人的同意；如果病

人拒絕，則必需尊重病人的意願。」

我們也教育同學們在執行護理與治療

過程中，避免不必要的身體碰觸，當病

人對於護生的碰觸感到不舒服或困擾，

就要停止，以尊重病人的身體界線。

提升身體自主權與界線概念

工作安全有保固

我們詢問護理同仁過去是否曾參與

身體自主權的教育訓練課程？有八成

您參加過身體自主權的教育

訓練課程嗎？

(	N	=	1,537，單選	)

若您曾參加過，對您在臨

床實務工作的影響是什

麼？ (	N	=	1,257，單選	)
6 6 -1

否

81.8 %

18.2 %

是

非常沒有幫助

有些幫助

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沒有幫助

0.6 %

3.0 %

25.2 %

58.0 %

13.1 %

0.0% 

100.0% 

1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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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護理同仁表示曾參加過，接近

二成的護理同仁則表示從來沒有參與

過相關的教育訓練課程。建構友善的

醫院或校園安全是醫院主管和學校教

師責無旁貸的責任，因此，醫院和校

園內都有必要舉辦身體自主權、性別

平等相關法律、及職業倫理規範的訓

練課程或工作坊，來協助護理同仁、

同學和病人維護身體自主權和界線安

全的能力。

至於曾參加過身體自主權教育訓練

課程的護理人員，覺得是否有幫助？

問卷結果是絕大多數 (96.4%) 護理人員

同意身體自主權教育訓練課程對臨床

工作是有幫助的，只有 3.6% 的護理同

仁認為課程沒有幫助。接著詢問大家

未來是否有意願參與身體自主權教育

訓練？調查結果顯示有 70.1% 願意，

25.8% 要再思考但沒有直接拒絕。

護理同仁的反應可以提供我們在課

程後，持續追踨身體自主權的訓練課程

的具體成效，特別在身體界線、性別

語言、尊重護病間的身體自主權。相

信護理同仁有良好的身體自主權概念

和性別平等法律素養後，不僅能維護自

身的安全，也能維護良好的護病關係，

避免職場與護病間的性騷擾問題的發

生。

每個人的身體界線都不一樣，護理人

員和護生若能夠察覺自己的身體界線

及身體自主權，同時尊重病人的身體界

線及身體自主權，則能夠讓護理同仁、

護生和病人在醫院和校園中安全工作、

就學與就醫。

未來有機會的話，您是否願意參加身體自主權的教育訓練課程？

(	N	=	1,537，單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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