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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柯渝菱、蔡呈祥  臺中慈濟醫院護理部副護理長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女  1,221 94.4 

男 72 5.6 

總計  1,293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士  1,036 80.1 

副護理長 50 3.9 

護理長 58 4.5 

督導及以上 27 2.1 

個管師(功能小組) 43 3.3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79 6.1 

總計  1,293 100.0 

年齡 人數 %

≦20歲 32 2.5 

21-25歲 423 32.7 

26-30歲 245 18.9 

31-35歲 160 12.4 

36-40歲 165 12.8 

41歲以上 268 20.7 

總計  1,293 100.0 

目前醫院服務年資 人數 %

≦1年 179 13.8 

1.1～2年 156 12.1 

2.1～3年 154 11.9 

3.1～5年 190 14.7 

5年以上 614 47.5 

總計  1,293 100.0 

工作占人生一大部分的時間，護理這

份工作對妳／你來說是理想的工作嗎？

支持妳／你一直在待在護理職場的原因

是什麼？妳／你想像過自己未來在護理

工作還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嗎？

如果把護理工作比喻成一段很長的旅

途，從一開始初踏入職場的摸索，漸漸

對工作有認同感甚至有抱負，但旅途中

不免感到疲累，這時能支持下去的動力

是什麼？妳／你是否想過，這段旅途的

終點是什麼樣的？

我們想幫助所有護理同仁找到讓工作

續航的動力，因此設計此期問卷，發送

電子問卷給七家慈濟醫院護理同仁，回

收有效樣本數總計為 1,293 人。

工作科別屬性 人數 %

內科 238 18.4 

外科 180 13.9 

小兒 42 3.2 

婦產 49 3.8 

急重症 262 20.3 

功能小組 28 2.2 

血液透析室 47 3.6 

手術室 86 6.7 

門診 185 14.3 

心蓮 26 2.0 

行政 36 2.8 

精神科 36 2.8 

其他 78 6.0 

總計  1,29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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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認護理是理想工作，

四成五視為終身職業

首先，有六成多 (63.9%) 的人認為護

理是理想工作，11.0% 不認同，25.1%

無意見。

2018 年經理人月刊中提到，理想工

作包含三要素：技能、興趣與價值觀。

從學校一畢業踏入護理臨床工作環境

中，逐漸在工作中學習、累積相關技能，

隨著工作年資越長技能也會愈多愈熟

練；接著透過摸索、學習的過程中發現

自己喜歡什麼，進而被引導出興趣，愈

有興趣愈能讓你在工作上付出心力；自

身的價值觀與工作契合度能幫你面對工

作中出現的挑戰。因此技能、興趣與價

值觀彼此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第二題接著問大家視護理為終身職業

的同意度，有 45.2% 的人認同護理工作

是願意終身從事的職業，其中11.2%「非

常同意」；30.5% 無意見，而不同意者

有 24.3%。答案比例跟第一題「護理為

理想工作」相比，同意的比例少了，不

同意的比例多了，顯然，從認為是理想

工作到認定為一生的工作，中間還是有

一些重點需要每個人找到才能確認的。

見山是山，到見山還是山

每到畢業季，總會有許多新面孔進

入醫院這個大環境，試著要學習承擔臨

床業務、面對病苦的人，排山倒海的壓

我認為護理工作是一份理想的工作？ ( N = 1,293，單選 )1

100%0%

13.7 %

非常同意 

50.2 % 同意
25.1 %

無意見

9.1 %
不同意

1.9 %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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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工作是我的終身職業？ ( N = 1,293，單選 )2

歡這樣的自己……」

幸好學妹沒有真的立刻離職，還是

給我們機會教她帶她，當她完成正確的

臨床業務時，立即給予正向的鼓勵，累

積自信心。再過半年，學妹有一天突然

對我們說：「人生好像沒這麼苦了，當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時候，一切都清

晰許多，護理又變回了我認為的那種感

覺，被我照顧過的病人對我說謝謝的時

候，我真的很感動！」

當不熟悉臨床事務時總覺得一切都不

如意，待經驗累積後才更能發揮自己的

長才、實踐理想，如同禪語「見山是山，

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護理生涯

亦是，會經過數個不同階段，才找到自

力也接踵而來，相信大家都曾經問過自

己，「我真的適合這份工作嗎？」、「這

真的是我想要的嗎？」；或是試著想要

尋求解答而請教單位內的學長姊們「護

理工作的價值為何？」、「為什麼跟學

校時的感覺不一樣？」期待著護理前輩

們能指引方向。

蔡呈祥副護理長曾帶過一位到職不到

半年的學妹，常自言自語說著「人生好

難！」、「人生好苦啊！」學妹皺著眉

頭嘆氣，甚至紅著眼眶表示不做了。呈

祥試了解學妹是什麼原因而有這樣的感

受呢？學妹說：「以前總想著要救人要

幫助生病的人，怎麼知道自己進入職場

後什麼都不會，覺得自己很沒用，不喜

100%0%

11.2 %

非常同意 

34.0 % 同意
30.5 %

無意見

19.4 %
不同意

4.9 %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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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護理工作價值 35.7 % 

感覺有實際幫助到病人及家屬 48.3 %

符合個人職涯規畫與目標 20.3 %

薪資及福利制度 36.0 %

職場環境與工作氣氛 26.9 %

工作能夠兼顧家庭 17.1 %

親友、同事或主管的鼓勵 15.2 %

其他 5.6 %

近一年來，讓我繼續在職場的動力是？ ( N = 1,293，複選至多 3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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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最根本體會的護理價值，這時就會肯

定護理是自己終身的職志了。

薪資福利重要，助人價值更長久

薪資及福利應該是每個人選擇工作及

環境的重要決定因素，慈濟七院護理師

有 36.0% 選為職場動力，但最高比例

48.3% 的選擇是「感覺有實際幫助到病

人及家屬」，緊接在薪資及福利的第三

順位是「認同護理工作價值」35.7%。

其他如「職場環境與工作氣氛」、「符

合個人職涯規畫與目標」、「工作能夠

兼顧家庭」各約一至兩成的人選擇，顯

然營造一個具未來性的友善職場，會大

幅增加護理師們繼續留任打拚的意願。

柯渝菱副護理長分享自己也是曾經歷

過打針打不好被家屬責罵，後來察覺家

屬為了病人出院後傷口照護、營養等問

題焦慮擔心而主動向家屬說明、教導、

提供諮詢窗口，讓家屬放下心而向她道

謝。

如果被病人或家屬責怪就要離職，一

年可能就離職十幾次了！但每次遇到不

好的事情過後不久，又有許多病人或家

屬真心的道謝，自己又很開心，就忘了

要離職的事。可能轉眼三、五年過去，

咦，自己還在護理職場上努力付出？連

自己都會敬佩自己的恆心和毅力了！ 

最希望工作可配合需求調排班

了解護理同仁在職場繼續的動力，接

下來請問醫院做了哪些措施會增強留任

動力？

第一名的回答是「工作可配合個人

需求調整排班 ( 如：家庭、進修、旅遊

需要等 )」40.8%，第二名跟上一題一

樣，是「每年調整薪資或員工福利」

38.4%，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會讓人更

放心也願意在職場工作。

而第三名是「提供足夠的專業知能課

程」32.2%，可見護理同仁已養成高強

度的學習慣性。緊接著是「良好的跨團

隊溝通合作」31.5%，有好的團隊夥伴，

成員間感情好，會樂於共同前進為照護

病人而努力。

其他項目都各有一些人選擇，不管是

升遷管道、托育、托老、餐食、社團、

成長團體、訓練課程，都是醫院可以著

力吸引護理同仁留任的措施。

附帶一提的是，原本編輯團隊有將

「主管及工作團隊成員的讚美與正向回

饋」列入醫院提供的增強留任措施，但

沒有人選擇；雖然前一題留任職場的動

力中也有人選擇主管的鼓勵。應該是覺

得醫院的增強留任措施，需要具體化，

讚美與回饋是抽象的。

友善工作環境提升職場動力

渝菱曾參加臺中慈濟醫院舉辦的安寧

相關課程，課程中提到如果面對臨終病

人大吐血的時候，可使用綠色的布單蓋

在吐血的範圍內，因綠色的布單吸了血

以後顏色會變深褐色甚至黑色，可降低

病人及家屬看到大量鮮血時的焦慮及害

怕。課程結束後的幾天，照護一位末期

食道癌的病人，上班時病人出現腫瘤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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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跨團隊溝通合作 31.5 %

提供足夠的專業知能課程 32.2 %

提供非專業成長課程 ( 如：正念、溝通、舒壓等 ) 13.3 %

提供交流活動 8.9 %
( 如：社團、新進人員／輔導教師支持團體、院外團體交流及員工旅遊等 )

院部主管定期與基層員工座談 5.0 %

工作可配合個人需求調整排班 ( 如：家庭、進修、旅遊需要等 ) 40.8 %

有明確的升遷管道 8.2 %

每年調整薪資或員工福利 38.4 %

美味的餐食供應 5.3 %

提供便利的托育、托老合作單位 4.7 %

其他 8.0 %

醫院提供哪些措施是增強您留任護理職場的動力？

( N = 1,293，複選至多 3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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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發展彈性多元		恆持護理初發心

在職場中，每當工作了一段時間，

總是會在心中問問自己，這份工作這樣

就好了嗎？我有其他能力可以發展嗎？

也想參考其他人的選擇方向，使自己能

更加充實人生，恆持護理志業的那一念

心。慈濟七院護理同仁在自己未來的職

涯規畫，有 65.1% 選「繼續在一線服

務」，接著有四項的比率都在一成左

右，依序為「朝學界發展──轉任護

理教師」11.4%、「擔任個案管理師」

11.1%、「轉任專科護理師」10.4%、「晉

升護理主管職」10.2%。最後則為「轉

任居家護理師」和「轉任研究護理師」，

各占 8.1%、3.9%。

六成五的人選擇維持同樣的狀態，站

在第一線照顧病人。在臨床工作中，第

一線護理人員往往會面臨輪值三班、過

著日夜顛倒的日子，但是讓大家不輕言

放棄的是那一念護理的初發心。

呈祥曾於急診服務，急診室忙碌而

緊湊的工作節奏是踏入職場的第一大考

驗，若是對護理的決心不足可能會被淘

汰，但是隨著年資增長、經驗累積，漸

漸地能從這樣的環境中找到自我的價

值，更慶幸自己能站在第一線搶救生

命。

記得有一個夜晚，刺耳的鳴笛聲響

徹了急診室，一輛救護車急駛進大門，

兩名救護員急忙將一位發生車禍受傷約

八十歲的婦人抬入急診室，原本檢傷後

要推入診療區等待醫師查看，但呈祥發

裂而出現大量吐血，當下立刻去找綠色

布單鋪上，運用剛學到的技巧成功避免

病人及家屬目睹大量鮮血的恐懼。專業

的知能課程像是護理人員的資本，不斷

強大自己的資本才能對病人及家屬有更

多實際的幫助，面對臨床各種挑戰也不

會輕易被打倒。

行政院主計處表示在友善職場中，

除了提供相關專業課程以外，也強調跨

團隊及跨部門的溝通以及職場的正向能

量，勞動部也表示營造友善職場需工作

及生活達到平衡，也就是工作面、健康

面及家庭面三者的平衡。友善職場可以

協助在面對工作、家庭等不同角色的需

求及壓力時能夠更輕鬆面對，並提供良

好的機會探索自身的職涯規畫，為這三

者達到平衡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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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於自己未來的護理職涯規畫為何？ ( N = 1,293，複選至多 3項）5
繼續在一線服務 65.1 %

晉升護理主管職 10.2 %

轉任個案管理師 11.1 %

轉任專科護理師 10.4 %

轉任研究護理師 3.9 %

轉任居家護理師 8.1 %

朝學界發展 - 轉任護理教師 11.4 %

其他 14.1 %

現婦人的呼吸起伏有異常，拉開外套一

看，發現左半邊的肋骨呈塌陷狀，隨即

告知檢傷學妹要將此婦人先推入急救室

優先處理。果不其然，才剛推進急救室

沒多久，婦人說她吸不到氣後便喪失意

識……這位婦人醒來之後得知自己從鬼

門關前走了一遭，雖然身上插滿管路，

仍堅持要握著呈祥和護理師學妹的手表

示感謝。像這樣的動人時刻，在護理工

作中累積堆疊，鐫刻在護理師的心中，

彰顯身為護理師的生命意義。

當然，不同的生命階段會有不同的重

心，結婚、生子、想突破自我等等，而

現今護理師的專業領域更加廣闊，或可

依功能選擇各自的發展空間；不管是護

理教師、個案管理師、專科護理師或是

行政主管，都可以依自己的屬性來發揮

長才，或是追求自我成長，或是尋求穩

定的工作以兼顧家庭生活，依然可以為

自己的人生里程畫上不一樣的色彩。

我們在「其他」的選項裡發現有 33

人是要離職的，占總人數 2.6％；雖然

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我們

還是覺得缺一不可，已受過完整護理訓

練且取得執業資格，真心希望想要離職

的妳／你只是一時氣憤，很快找回護理

助人感。

護理工作的未來有多元選擇，可依個

人特質發展，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

一片天空，在護理藍海中向前續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