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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文 ︳陳姮卉　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代理督導

持續進修，是從事醫療領域工作的

特色之一；各種醫療技術與科技、照護

理論與技巧……都可能隨著時代日新月

異，所以，護生在踏入臨床之前，及成

為護理師投入臨床之後，一定都感受到

鼓勵不斷進修的氛圍。只是有的人覺得

在臨床持續進步就夠了，有的人覺得想

進修，但面前卻像有一道「鴻溝」，遲

遲無法開始……

為了提升護理人員學歷及病人照護品

質，護理職校已廢除，也於 2013 年廢

止護士執照考試，現已提升為「護理師」

執照。我在跟組內急重症單位的同仁會

談時，同仁們也同意，若僅專科畢業，

無論就業或是未來升遷都可能受限。近

年來護理技職教育學程隨著趨勢演變，

已由專科而二技或四技，再推升至研究

所。當然，若本是大學畢業者，也鼓勵

繼續進修更高學位。

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編輯小組為鼓勵

同仁在職進修，便設定以此為主題擬定

問卷，希望從問卷結果了解曾進修者的

經驗值，也可給尚未進

修者一些參考，或是

找到鼓勵進修的動

機及方法。

四成曾進修

自假在職二技最多　

六家慈濟醫院共回收 1,576 份有效問

卷，沒有進修者占 59.8%（942 人 )，

40.2%（634 人 ) 有進修經驗；有進修經

驗的人之中，有 15.8% 的人是不止一次

進修學位。　

進修的方式，依序為「自假（在職）

進修」35.9%、「離職進修」2.9%、「公

費進修」1.4%、「留職停薪」0.8%。

進修學位中以二技最多，35.2%，其

次是碩、博班 8.3%，二專 3.6%。

「五加二學程」（五專加二技）是一

個很方便的進修管道。大林慈院內科加

護病房的楊鎮宇就是以五加二學程一邊

工作一邊進修，一路走來，現職已是N2，

也為邁進 N3 準備。他受邀回母校分享

工作及進修經驗時說，「剛進來加護病

房時笨笨的也不知道做什麼，學姊怎麼

教就怎麼做，懵懵懂懂的趕著上班也趕

著上課，反正就這樣過了 2 年，沒想到

也畢業了！」「但是在進修中，因為配

合學校課程及臨床實務，在臨床急重症

照護不斷的批判性思考，確實學習不少

獨立自主與個別性照護。」

求專業成長及發展空間

次為突破瓶頸

詢問同仁在職進修的主要動機，最高

比例的兩項為「能充實工作領域的專業

知識」為 75.6%、「增加自我的發展空

間」56.6%，接著是「突破工作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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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N	 %

女 1,492 94.7
男 84 5.3
總計 1,576 100.0

職級別 	N	 %

護理師/士  1,238  78.6 
副護理長 65  4.1 
護理長 70  4.4 
督導及以上 25  1.6 
個管師(功能小組) 58  3.7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120  7.6 

總計  1,576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N	 %

內科 307  19.5 
外科 239  15.2 
小兒 64  4.1 
婦產 56  3.5 
急重症 324  20.6 
功能小組 23  1.5 
血液透析室 54  3.4 
手術室 105  6.7 
門診 208  13.2 
心蓮 31  1.9 
行政 32  2.0 
精神科 55  3.5 
其他 78  4.9 
總計  1,576  100.0 

年齡 	N	 %

≦20歲 8  0.5 
21-25歲 579  36.7 
26-30歲 275  17.5 
31-35歲 210  13.3 
36-40歲 238  15.1 
41歲以上 266  16.9 
總計  1,576  100.0 

職級 	N	 %

N 456  28.9 
N1 247  15.7 
N2 633  40.2 
N3 167  10.6 
N4 73  4.6 
總計  1,576  100.0 

年資 	N	 %

≦1年 238  15.1 
1-2年 243  15.4 
2-3年 177  11.2 
3-5年 247  15.7 
5年以上 671  42.6 
總計  1,576  100.0 

23.8%、「同儕學歷的壓力」18.9%、「同

儕間的邀約」15.6%，另外「主管的建

議」、「家人的鼓勵」也都有超過百分

之十。當然，也有人有各種不同的動機，

有些人進修是為了加薪，有人是單純想

換個環境調整心情，或想藉此換工作職

務。 

從問卷結果來看，大部分人的進修動

機是自我督促，不管是為了提升專業或

發展空間，也有一定比例的人動機來自

他人，不管是家人、主管、同儕，所以

有時其他人適時推一把，或許就開始了

進修路。

楊曉菁護理長分享她報考博士班，就

是為了單位上的改善與突破。加護單位

發生異常或病安事件，她運用了一些方

法卻沒有改善，所以她決定在職攻讀博

士班，從學術中找到在單位可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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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多數輪值三班且例休不固

定，無論已婚或未婚，皆有排班或家庭

因素牽絆，如在小兒加護病房工作的 N2

賴雅玲護理師，因為懷孕生子在育嬰留

停後申請在職進修，她說：「如果不是

家人相挺，輪三班外，假日還無法週週

休，我怎敢提起勇氣再去念書？」因為

姊妹都是護理師，能協助她照護小孩，

讓她趁這個時間點拚進修學位。

詢問在進修時遇到的主要困境，超過

八成 (82.2%) 的人是「上班又上課，沒

有休息的時間」，不過他們都是克服了

這一點的過來人。其次是「單位排班困

難」44.8%、「沒有時間複習功課，學習

有限」31.4%、「年休假不夠」29.5%、

「影響家庭生活照顧」23.3%。雖然是不

策略，選定以 PADIS 臨床執行與譫妄評

估訓練課程為單位首要改善目標。 

我自己當初也是為了增加進階能力而

選擇在職進修。在畢業 10 年後雖已 N3

職級，但是遲遲無法突破 N4 限制，因

此挺著孕肚入二技充電進修；此後如意

進階 N4 職級且已任主管。在第 2 個 10

年後，發現自己的二技學歷能力無法因

應職場及輔導新人，臨床實務工作需要

實證佐證，曾經深思：「為何一再教育

人員卻無法改善照護現況？是方法不

對？或更需要進一步以實證服人？」如

此想來當然得回鍋學校，因此以 40 歲中

高齡自假進修護理系碩士。

時間精密運用		溝通協調成就學業		

從您投入第一份護理工作後，您曾經有在職進修經驗？

（	N	=	1,576	）1
留職停薪進修，進修學位

自假進修，進修學位

公費進修，進修學位

離職進修，進修學位

■ 二技 0.5 %      ■ 碩、博班 0.3 %

沒有 有

59.8%

■ 二專 3.1 %       ■ 二技 31.7 %
■ 碩、博班 6.7 %

■ 二專 0.1 %      ■ 二技 0.8 %

■ 碩、博班 0.7 %

■ 二專 0.4 %      ■ 二技 2.2 %

■ 碩、博班 0.6 %

40.2%

（942人） (	6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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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選項，但顯然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時間」了，畢竟一天只有 24 小時！

輪班同仁要進修，主管的認同與協助

非常重要。大林慈院 8A 病房的如娟護

理長說：「大家互相溝通協調，例如，

可以念不同學校，或是善用不同上課

時間來錯開排班……大家彼此成就一下

嘛，學業就這樣拚出來了。」並逐年安

排同仁入校，如今單位已大半人員大學

畢業或持續進修中。

其實，即使身為主管也可能因年休假

不夠或時間問題影響進修意願。大林慈

院目前有多位護理長同時進修研究所，

面臨此困境，護理部同意以假日值勤克

服時數問題，或經主管同意後調整上班

日。

「怎麼辦？每天上班後接著上課，中

間根本沒空顧到功課，眼見著明天就要

大考，現在還深陷工作中，今晚回去非

得抱佛腳了……」9A 病房秀萍護理長每

週以高鐵來回奔波嘉義、臺北進修，她

曾自嘲，昂貴車資不是她進修的困難點，

最困難的是她沒有時間複習功課，差點

難倒她，她僅能抓緊搭車或零碎時間趕

緊複習或準備。

進修好處多多　便利管道多運用

雖然在職進修對現職多數需輪班的

護理人員困難度不低，但是必有好處，

才有人「前仆後繼」地參與在職進修。

有進修經驗者認為最大的好處還是在於

「提升專業知識和技能」65.0%，其次是

「認識不同醫院的人，增加資訊交流」

52.1%。而選「打發下班後的時間」的人

有 43.1%，覺得是帶著很輕鬆的心態來

進修的。

32.5% 是因為「有學歷加給，增加薪

資」，27.3% 是「增加升遷機會」，有

支持您在職進修的主要動機是什麼 (	N	=	634，最多選 3項 )？2
充實工作領域的專業知識

增加自我的發展空間

主管的建議

家人的鼓勵

同儕學歷的壓力

同儕間的邀約

學校老師的鼓勵

認識不同的人

突破工作的瓶頸

其他

75.6 %

56.6 %

13.1 %

10.1 %

18.9 %

15.6 %

1.4 %

5.5 %

23.8 %

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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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息，直言小孩與家人都拋到一邊，兒

子也會嬌嗔地說，媽媽自從念書後很少

關心他，迫使金華督導一度放棄，休息

一學期後細思量再度回校。其實時間若

安排得宜，並非得一鼓作氣全程修完課

程，有家累者也能如金華督導一般，累

了休息後充電再來，孤家寡人者若能心

無旁貸全程修畢，再回首真會覺得自己

是「（學業）功德圓滿」！

問卷最後一題請問所有填答者，不管

是否曾進修，認為在職進修需要哪些協

助？ 85.4% 同仁希望「主管能配合上課

需求排班」，這時若有同仁搭檔排班，

更能一解排班之困擾，如假日上課者搭

配平日夜間上課同仁，各有所需，不會

因假日或包班不均而起爭執。50.3% 同

仁期待學校在醫院設分部或在職專班，

其次是希望上課給公假及學雜費的補助。

幾年前有一位於鄰近醫院半工半讀的

21.0% 選「結交朋友拓展人脈」。此題

列出了十項好處，除了「增加未來的職

涯方向」、「提升個案報告 / 護理專案

書寫能力」、「以學校老師為學習的典

範」比例都低於 5%，其他項目都有不少

人選，顯見是認同進修對個人的收穫。

進修，的確可以結識不同工作場所的

同學，讓人際關係更寬廣，例如：目前

同在碩士學分班進修的如玉護理師、蘭

貴副護理長及詠薇護理師，雖身居不同

單位，但會聚在一起討論學業，也能多

了解一些彼此單位的特點，更可以互勉

努力完成學業。

金華督導也曾經為家庭與學業之間的

兩難苦惱，當大林慈院開辦與慈濟大學

合作的護理碩士學分班後，便好像找到

解決方案了，開始每週欣然參加。但是

每週 5 天工作再加上進修 2 天，回家後

還要處理家務、準備功課雙面拔河無法

您認為在職進修時所面臨的主要困境為何？（	N	=	634，最多選 3項）3

其他

能力不足，跟不上學校進度

沒有時間書寫學校作業，作業延遲繳交

沒有時間複習功課，學習有限

進修期間影響人際關係

上班又上課，沒有休息的時間

影響家庭生活照顧

交通問題，如：不會開車、沒有交通工具或交通不便

單位排班困難

年休假不夠

3.5 %

4.1 %

12.5 %

31.4 %

4.6 %

82.2 %

23.3 %

8.5 %

44.8 %

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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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室實習護士，在上完大夜班要趕回

20 公里外的學校上課時，發生了可能

因疲勞騎車自撞路旁號誌桿而身亡的憾

事。花蓮的慈濟大學與慈濟科技大學，

分別在大林慈濟醫院內設立護理碩士學

分班及大學二技專班，像是把學校搬到

醫院來，上課地點近在咫尺，無須風吹

日晒飛車趕往，可節省寶貴時間，也免

去交通意外的風險，是大林慈院護理同

仁們在職進修的最佳選擇。

同仁們有將近五成期望醫院給予上

課公假，期待學雜費補助的也有四成，

但就問卷結果來看，「時間」還是最

大的難題，雖然鼓勵護理同仁進修，

但絕對不能發生工作與就學雙重過勞

的事件。或許各院可就時間的安排上，

研擬一個工作與進修雙贏的計畫，協

助同仁在臨床與學業齊頭並進，專業

增長。

您認為在職進修的好處 ?	（	N	=	634，最多選 3項）4
認識不同醫院的人，增加資訊交流

結交朋友拓展人脈

提升專業知識和技能

陪病人回家

增加升遷機會

提升個案報告 / 護理專案書寫能力

打發下班後的時間

有學歷加給，增加薪資

增加未來的職涯方向

以學校老師為學習的典範

52.1 %

21.0 %

65.0 %

14.7 %

27.3 %

1.6 %

43.1 %

32.5 %

3.5 %

1.6 %

您認為在職進修時需要哪些協助 ?

（	N	=	1,576，最多選 3項）5
主管能配合上課需求排班

學校在醫院設分部或在職專班

學雜費的補助

上課給公假

其他

85.4 %

50.3 %

41.6 %

47.1 %

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