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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Other DoersHelp-Other Doers

助人，是護理工作的本質；助人的事，做就對了；

參與過社會服務的護理同仁常回饋「得到的比付出的多」，

許多人也透過社會服務活動為臨床工作再充電，突破關卡，繼續前進。

你，在這個地球上，想完成什麼樣的存在感，放手去做吧。

護理人員的社會服務經驗

The Social Service Experiences of 
Tzu Chi Nursing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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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助人的
行動派

■ 文 ︳李崇仁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N %

女 959 94.6

男 55 5.4

總計 1,014 100.0

職級別  N %

護理師／士 805 79.4

副護理長 53  5.2 

護理長 41  4.0 

督導及以上 12  1.2 

個管師(功能小組) 33  3.3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70 6.9

總計 1,014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N %

內科 188 18.6

外科 165  16.3 

小兒 33  3.3 

婦產 42  4.1 

急重症 207  20.4 

功能小組 7  0.7 

血液透析室 41  4.0 

手術室 70  6.9 

門診 128  12.6 

心蓮 16  1.6 

行政 25  2.5 

精神科 37 3.6

其他 55 5.4

總計 1,014 100.0

年齡  N %

≦20歲 24 2.4

21-25歲 373 36.8

26-30歲 167 16.5

31-35歲 130 12.8

36-40歲 137 13.5

41歲以上 183 18.0

總計 1,014 100.0

年資  N %

≦1年 146 14.4

1-2年 176 17.3

2-3年 100 9.9

3-5年 168 16.6

5年以上 424 41.8

總計 1,014 100.0

剪刀、石頭、布，一起去服務！

推開宿舍大門，學姊心裡想著今天

天氣這麼好，來關心一下剛到單位的

直屬學妹吧。才走上樓就聽見暖暖的

聲音，「學姊！」走進學妹房間，陽

光灑在看起來抱著一定非常舒服的抱

枕玩偶上，還有什麼比這更放鬆心情

的？「學妹，我帶妳出去走走吧！妳

看，我們醫院後面就是山喔。」『學姊，

我才剛下山呢！』「真假？」學妹懶

懶地抱著她的可愛抱枕，『我的小鯨

魚枕頭山，哈哈。』「好，既然妳這

麼愛爬山，那妳就陪我去山上義診吧，

翻山送愛！」學妹嘟著嘴猛搖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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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拳，剪刀、石頭、布，保證妳收穫

滿滿啦！」

工作外圓願助人		也參與社會服務

近十年來企業界開始對於社會責任愈

來愈重視，藉由媒體宣導其參與或推動

社會服務的訊息日增；護理工作本身就

具有助人屬性，從《志為護理》18 卷

1 期的封面故事即統計過，慈濟護理人

員有近九成曾經參與滿足病人的心願行

動，甚至付出下班後的額外時間；由慈

濟科技大學護理系主責的這一期，我

們就從護理教育者的角度，來探討分析

護理工作者的社會服務參與度與原因，

也分享護理教師投入社會服務的心路歷

程，以及帶領護理學生們參與的經驗與

心情，畢竟，護理工作辛苦雖辛苦，卻

是能夠在滿足生理需求的同時完成自我

實現的一種職業。

本期問卷先了解慈濟六院護理同仁

們曾參加的社會服務活動，問卷列出

的八個選項都有人參加過，比例最高

的是臺灣的義診 (31.2%)，次為「環境

保育與清潔」(30.9%)、「慈善訪視關

懷」(27.8%)、「醫院的巡迴醫療服務」

(22.7%)。而選擇「其他」10.7% 中，有

人寫到育幼院，有人寫社區衛教，還有

參加義賣、紅十字會救助；也有一些是

慈濟體系的海外冬令發放，還有人到花

博當志工……

至於現階段的自己想參加什麼樣的社

會服務呢？最高比例是「海外義診」、

「醫院的巡迴醫療服務」，都超過三成；

您曾經參加的社會服務活動？

（	N	=	1,014，複選	）1
學童健康營隊  15.1 %

學童導護志工  3.6 %

國小弱勢學生課業輔導  5.2 %

醫院的巡迴醫療服務  22.7 %

臺灣的義診  31.2 %

海外的義診  4.2 %

慈善訪視關懷  27.8 %

環境保育與清潔  30.9 %

其他  10.7 %

De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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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健康營隊  22.0 %

學童導護志工  9.7 %

國小弱勢學生課業輔導  13.9 %

醫院的巡迴醫療服務  31.0 %

臺灣的義診  29.8 %

海外的義診  32.2 %

慈善訪視關懷  16.1%

環境保育與清潔  18.5%

其他  2.3 %

無  6.5 %

外義診的有 4.2%，想去還未去的比例

32.2%，是 28.0% 的人待實現的社會服

務項目；義診可以發揮所學，出國又能

拓展個人視野，與主要動機相符。

其實，社會責任在護理教育架構中是

護理使命與核心價值之一環，社會服務

可以許多方式進行，從短期的醫療照護

服務到長期的醫療照護系統的建構、人

員訓練等，對於醫院服務滿 3 年的護

理師，經歷臨床事務的磨練，這一群充

滿自信的護理師能夠面對醫療資源較為

匱乏的環境，給予許多疾病複雜度較高

的個案多年未接受足夠的照護，一對一

提供個案亟需的醫療照護資訊，精神衛

生的諮詢輔導有時也是必要的，展現耐

心、理性的溝通，社會服務正是貢獻所

學的好選擇。

本問卷對象臨床第一線的護理師占

79%，小於 30 歲占 57%，而工作年資

3 年以上占 59%，可見年輕族群是醫院

臨床工作的中堅分子，處於兩個世代的

狹縫之間──過去強調數字、重視績效

的管理世代與追求更人性管理的千禧世

代。年輕的護理師族群，一方面承擔目

前垂直管理的領導模式，一方面因應千

禧世代習於平行的互動關係，激勵自己

勇於接受挑戰。不管是臺灣或海外的義

診，離開醫院到陌生的環境，原本不會

是問題的議題可能浮上檯面，語言、文

化的差異，甚至性別議題也可能因為不

同的地區而有不同的看法；這些都是走

出醫院實際參加義診後的收穫。

當然，也有人就是想完成跳出既有的

緊接著「臺灣義診」29.8%，再來是「學

童健康營隊」22.0%。

開闊視野		貢獻所學

接著詢問參加社會服務活動的最主要

動機是「開闊個人視野」35.8%、「希

望貢獻所學」29.6%、「工作以外的成

就感」24.8%、「見苦知福」20.7%。

從問卷第一、二題的結果，已去過海

現階段您對下列何項社會服

務活動感興趣？

(	N	=	1,014，複選	)
2



17Volume 18  .  Number 5

框框，到完全不同的領域，獲得工作以

外的成就感，所以會跑去做環保、資源

回收，去淨灘或當花博志工，換個環境、

換個腦袋。

六成曾參與社會服務		

過去三年內曾經參加社會服務性活動

頻率的結果顯示，有 36.4% 未參加過，

而有 63.6% 的比例參加過，平均一年

兩次以上的，有 6.0%。其實相對於一

般社會大眾，尤其是過去普遍覺得填飽

肚子最重要，生活無虞之後才去參加社

會服務活動；慈濟六院護理人員有超過

六成都參加過社會服務，是很令人感動

的，尤其我們了解臨床護理工作有多麼

的忙碌，而且是相對高壓的環境，放假

休息都來不及了，還會抽空參加社會活

動。

做就對了		師生服務學習

至於是否會關注工作單位舉辦社會服

務性活動的訊息，僅有 1.1% 未注意，

不 過 大 部 分 是 偶 爾 注 意， 只 有 8.6%

非常關注。而得到社會性服務訊息的

管道，最多是醫院信箱，近八成，同

事口頭告知 23.8%，單位的社群網絡

13.6%；「其他」6.6% 中，有人回答社

團、朋友、師長或母校邀約、教會資訊、

獅子會、後備軍人等，也有人是當地志

工邀約。

在慈濟這個大家庭工作，想參加社

會服務性活動，當然有非常高的「可近

性」，有環保站、有社區需要衛教或小

醫療站；全球有災難，醫院也常辦義賣

活動邀請護理同仁參與……

慈濟教育體系的老師們，也是同樣

的。慈濟大學與慈濟科技大學也將志工

當您想參加社會服務活動，最

主要的動機是？ (	N	=	1,014，

複選至多 3項	)
3

希望貢獻所學  29.6 %

同事邀約  15.5 %

認識更多有志參與社會服務的朋友  14.9 %

開闊個人視野  35.8 %

見苦知福  20.7 %

工作以外的成就感  24.8 %

其他  3.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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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律動的團康遊戲等，學習到如何去應

變每一件事情的變化，工作人員大家一

同合作，提升人與人之間應對的改變、

自我正向思考。透過老師引導學生參與

社會服務活動，反而提前強化了學生的

社會生存能力，且從中感受護理工作的

價值。而對於規畫及帶領活動的老師，

也獲得了期待之外的人生智慧。

自我實現		工作充電

人生在世，不脫離愛與被愛，護理人

員將專業與服務結合，工作愈久，愈是

體會這個職業的特質。護理這份職業，

給予我們一個機會探究人生的意義，

面對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的強烈表現，

除了具備一定水準的專業技術和知識之

過去三年內您曾經參加的社

會服務性活動頻率？（	N	=	

1,014，單選）
4

服務學習融入教程，或是課外活動選

擇。

「做就對了」，以慈濟科技大學林淑

芬老師為例，積極辦理人文營、志工服

務體驗課程，包括關懷榮民之家、原鄉

部落中小學，也辦理護理技術競賽，提

升護理技術熟練度及臨床照護能力，使

學生對護理更具信心，提供志工服務前

的教育訓練。

藉由志工服務讓護理科系學生在進

入職場前，提早接觸社會的服務工作，

擴展個人生活經驗的領域，例如辦理健

康生活的教學活動，提升小學生對自己

健康的重視及保護能力；健康生活教學

包含：視力保健、飲食金字塔、愛滋防

治、性別教育，培養團體默契及增進身

您是否會關注工作單位舉辦

社會服務性活動的訊息？

（	N	=	1,014，單選）
5

8.4 %

4-6 次 ( 含 )  

49.2 %

1-3 次 ( 含 )  

36.4 %

沒有參加過  

6.0 %

6 次以上
8.6 %

非常關注  

90.3 %

偶爾關注  

1.1 %

未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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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信箱  77.1 %

醫院的網頁  24.0 %

單位的社群網絡  13.6 %

主管口頭發布訊息  26.0 %

同事口頭告知  23.8 %

其他  6.6 %

您關注到社會服務性活動訊息，從哪裡得知？（	N	=	1,014，複選）6

外，也必須對人生與人性有一定深度的

了解，才能陪伴病苦的人一起走過人生

的悲歡。藉由社會服務活動，從社區人

們的表現、家屬的反應、當地文化衝擊，

刺激自己重新思考，給自己加油、充電，

護理工作雖然辛苦，但也是一種福分，

這份工作安定、專業、能夠幫助別人，

走入社區、走入偏鄉，不但豐富自己的

人生閱歷，服務學習過程中，得到其他

專業同仁的互相配合，培養獨立思考、

分析、判斷、解決問題的能力。

很奇特地，參與過社會服務的人，總

會回饋「得到的比付出的多」，許多人

也透過社會服務活動幫自己的臨床工作

充了電，突破關卡，繼續前進。

親愛的你／妳，想一想，當你熬過

實習過程的考驗走入臨床，緊接著在一

大堆「學理不足、技術不熟、溝通不到

位？能不能獨當一面？升學或就業？哪

家醫院很可怕？」類似的擔心懷疑或小

道消息之間認真學習、認真工作，轉眼

兩三年、三五年過去了，當初的小苗茁

壯成有點強壯的樹了，有著一顆運用學

理的批判思考腦袋，敏捷有效率的優雅

身段，犀利而不失溫柔的溝通技巧，已

是學弟妹的護理典範。此時，是的，請

試著與剛踏入臨床的自己對話，問問彼

此，當初的自己想做的完成了嗎？現在

的自己又想實現什麼樣的自我？在這個

社會、在這個地球上，完成什麼樣的存

在感，放手去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