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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慈濟護理資訊系統
-- About Tzu Chi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
當民眾走進醫院裡，把健保IC卡朝電腦一插，

不用按鍵盤，看著螢幕選項按下醫師或科別，

七、八十歲的老人家也可以用電腦連線輕鬆掛號；

電腦網路系統就是這樣地

融入在二十一世紀人類生活的每一個環節，

尤其是資訊繁複龐雜的醫療院所與醫療專業工作。

在電子手臂都進駐開刀房幫著醫師動手術的時代，

護理如何拉近科技與人性的距離？

智慧護理人翱翔數位世界，

「資訊護理師」因應時代需求而產生，

運用電腦資訊科技統整臨床護理作業，

而護理資訊系統的設計得宜，

也讓病人感受到數位化護理的方便與貼心，

善巧智慧使照顧病人身心靈的護理天職，更溫暖……



20

翱翔數位

Cover Story

在電腦與網路科技無遠弗屆的新

世紀，醫療照護運用資訊科技的發

展越來越多元，已成為擋不住的趨

勢。電腦資訊科技用網路將全世界

串起來，一個人只要在電腦前動動

手指就可以找到跟健康照護相關的

數百、上千筆資料，一般民眾對於

醫療院所、疾病治療、甚至國際最

新療法的資訊都可以在短時間內瞭

若指掌。

慈濟醫療電子化

護理資訊六院整合

順應民意潮流，行政院衛生署

自西元2000年積極推動網路健康服

務推動計畫，今年又以推廣病歷電

子化計畫為發展主軸，實行「醫院

實施電子病歷輔導案」，給予民眾

最大的健康主導權，隨時清楚掌握

自己的病歷與就醫紀錄。慈濟醫院

各個部門也配合政策規劃，正積極

的參與資訊整合及病歷電子化的推

廣。

慈濟醫院全院的資訊系統從1997

年開始規劃，1998年程式系統陸續

設計完成開始使用；包括門急診、

住院、檢驗檢查、行政管理四大系

統，護囑及護理的相關流程也是一

開始就含納在其中。

十年多來，隨時因應臨床實務的

需求，不斷提出程式模組的修改建

議，或新增功能項目。至今，慈濟

醫院護理部有資訊護理師一職，由

熟護理又懂電腦資訊的同仁負責協

調護理部與資訊部門兩方，加速護

理資訊化。

並且成立慈濟六院護理資訊小

組，經由定期視訊會議及必要時的

小組研討會議，與資訊部門共同研

發改進住院護囑系統，包含藥物確

認、檢驗檢查查詢、護理計畫、衛

材批價，以及病人安全電子通報、

會議記錄網路分享、電子排班、護

理部網頁、線上教學與認知考試……

等多項護理資訊系統。

病歷電子化  幾乎全面同意

在臨床護理十年以上的人，一

定經歷過沒有電腦、一切人工的年

代，也絕對曾經走過「從人力到電

腦」的痛苦轉換期，至於現在新進

的護理同仁，電腦已經如同電視般

的使用法，只要等著熟悉護理資訊

系統的邏輯與操作就行了。

資訊之於護理，也逐漸如空氣對

於人類的重要性，大家平常用著不

覺得希奇，只是，如果系統的軟體

設計或硬體設備不夠完善，可能就

會像人類因為缺氧而快窒息的感受

吧。本期以護理資訊為主題進行調

查，一方面了解護理同仁對於醫院

發展護理資訊的認同程度，其次則

是初步了解護理同仁對於護理資訊

系統的使用需求，以作為推動改進

的參考。

問卷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給慈濟

六院護理同仁，共回收1,489份。基

本資料統計，年齡平均為33歲，護

■ 文／余珮蓉 台北慈濟醫院護理部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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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總年資平均6.8年，工作職務

以第一線臨床護理人員佔71.5%，其

次是護理主管及專科護理師；工作

單位方面，以一般病房佔39.8%，其

次是急重症單位佔21.5%。

首先，針對現有醫療環境推廣病

歷電子化的必要性，勾選不同意的

人只佔0.8%，等於是接近百分百的

同意推行，有接近三成的回答者是

非常同意應該推動病歷的電子化。

病歷的電子化作業，對於護理同仁

的工作雖沒有直接的影響，但在相

關的作業上可能也有需要配合或調

整的部份，卻不到1%的人持反對。

問卷並沒有追問原因，但顯見大家

都樂見所有便民的事務數位資訊化

了。

減少書面可改進

護理資訊強動力

接著詢問在臨床護理作業上，護

理資訊系統可否減少書面作業，有

4.8%表示不同意，81.5%同意，另外

13.7%選擇尚可。

因為近年來護理界針對護理資訊

職級別 人次 百分比(%)

N 564 37.8

N1 347 23.3

N2 357 23.9

N3 169 11.3

N4  52  3.4

總計 1,489 100.0

學歷別 人次 百分比(%)

專科 727 48.8

大學 717 48.2

碩士（以上）  45  3.0

職務別 人次 百分比(%)

第一線臨床護理人員 1,064 71.5

小組長或副護理長   66  4.4

護理長   82  5.5

個案管理師   31  2.1

專科護理師  122  8.2

其他  124  8.3

服務科別 人次 百分比(%)

一般病房 593 39.8

急重症單位 321 21.6

精神科  50  3.4

門診 161 10.8

婦兒科 117  7.9

社區護理  37  2.5
其他 210 14.1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您認為現在的醫療環境推廣病歷

電子化是必要的？(N=1,489)Q1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7.8%58.7%

0.1%
12.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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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發展過程中的現象，也的確發

現，早期的護理資訊化，為的就是

要減少護理同仁在書面報告、文書

處理上的時間，讓大家可以有更多

時間專注在直接護理病人上面，但

卻反而因為學習使用系統會造成人

員精神耗損、或是線上人力不足無

人去學習等等因素，而沒有達到預

期效果。此外，硬體設備的效能，

包括網路頻寬、速度不夠或電腦常

當機等，也都反而變成阻力。這些

都是護理資訊化必須列入考量的因

素。

這個問題得到八成的同意率，

表示慈濟護理同仁感受到資訊化減

少書面作業的功效了，不過將近百

分之五不同意的聲音也應該仔細聆

聽，表示還有進步的空間，可以讓

忙於臨床又必須整理書面文件的同

仁更滿意。

至於被問及是否願意參與護理資

訊的推廣，不願意的僅2 . 1 %，等

於97.9%都站在願意的這一邊；只

不過，回答在中間地帶的人數比較

多，選擇尚可的佔23.7%。這樣的結

果，是否表示，這23.7%的人比較希

望只要單純當個使用者，並不會想

要刻意投入資訊系統的改善？

從結果來看，慈濟醫院的護理

同仁已從醫院施行護理資訊系統的

過程中，體會到資訊化對於工作的

幫助是利多於弊，都給予正向的肯

定。這樣的結果，護理資訊小組應

該更有信心往前推動。

先有資訊軟硬體 護理推廣不費力 

關於護理資訊推廣的重要條件，

回答的比率依序為：足夠的設備佔

82.7%，完整的資料庫佔76.5%，充

分的教育訓練佔75.2%，專門的工作

團隊佔60.8%，以護理過程為基礎來

發展佔51.0%。

上述的答案反應了護理同仁的使

用經驗；表示，能夠有效推廣護理

資訊系統的使用，先要有功能配備

足夠的硬體設備，從個人接觸得到

的使用者端的硬碟空間、記憶卡、

資料運算或影像處理速度等等；接

8020 6040 1000 %

您認為護理資訊系統可減少

書面作業的時間？(N=1,489)

您願意參與護理資訊

的推廣？(N=1,489)

Q2
Q3

29.0% 52.5% 13.7%

3.4%81.5%表示同意

97.9%可參與推廣 1.8%

1.3%

0.3%

20.0% 54.2% 23.7%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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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是統整的資料庫系統，是否能調

到資料，有沒有存著這筆資料，

或是要等多久才會跑出相關資料…

…；上述兩者是「資訊」為主的部

份。然後才是護理使用者端的教育

訓練、或是專門的工作團隊。至於

以護理過程為基礎來發展設計，就

是資訊護理師存在的價值了。資訊

護理師扮演著護理人員與資訊人員

的溝通橋樑，建立完整的護理資料

庫，提供臨床實務所需。

無論是專業照護的呈現，或是

資訊科技的應用，都必須靠不斷的

學習與經驗的累積，慈濟醫院護理

部對於資訊教育是從新進人員職前

訓練就開始，由資訊護理師帶領入

門，再依年資、職級之不同安排課

程。當然在推新的護理資訊系統上

線時，更是有連續性的教育訓練，

直到新系統穩定為止。

異常通報病人安 電腦資訊助臨床

此次問卷最後列出十項護理作業

範圍請同仁複選回答，選出資訊化

最能有助益的作業領域；得到的答

案，依序為病人安全異常事件通報

系統佔58.1%，病患護理指導系統佔

57.5%，e-learning佔50.8%，病患監

測系統佔50.6%，護理計畫含護理紀

錄系統佔48.4%，病人分類系統佔

45.5%，排班系統佔43.5%，人事管

理系統佔31.2%，計價作業系統佔

27.8%，績效系統佔27.7%。

經分析，前六項比例高的護理

領域，都是與臨床照護相關，只有

e-learning是與教育成長相關。後四

項則皆與行政管理領域相關。應該

受問卷的工作職務影響，反應了大

多數臨床第一線護理人員的想法，

與護理主管相關的管理領域居後。

其實，無論是第一線護理人員、

行政主管、個案管理師及專科護理

師，對護理資訊都有其需求性，剛

好可提供護理資訊團隊一個進行的

方向。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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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行動工作車 護理最佳幫手

而慈濟護理資訊系統，已經發想

到讓資訊化跟著護理同仁，從固定

在護理站走到病床旁，也就是未來

的「行動工作車」，將電腦裝置在

工作車上，讓護理同仁在照護病人

的同時，能及時將病人的資料輸入

電腦，鍵入資料庫中存起來。不用

擔心手寫紀錄有誤，也不用多次往

返護理站和病房，甚至可以考慮讓

病人直接在電腦螢幕上確認資料正

確與否。

此外，慈濟醫院護理部目前正在

進行的入院護理評估連結護理計畫

暨護理紀錄系統也已將進入試用階

段。護理計畫是護理人員很重要的

工作角色，也是能夠發揮護理的獨

特性功能，如何能夠完整的將護理

過程資訊化，對於護理資訊團隊確

實是一項挑戰。

經由六院護理部門的齊心努力，

已初步完成這複雜且艱困的任務，

試用期即將開始。未來這項工程，

還需要臨床護理人員在實務操作的

過程中，提出執行面的困難，以期

能夠達到人性化的資訊服務；也期

待這項艱難的工作，能給予病人更

好的照護品質。

當然這也意味著將進入另一個層

面的溝通與協調，相信護理同仁能

夠客觀與理性的表達所需，即時反

應試行時遇到的困難；而推動者也

能夠實際了解臨床操作人員的需求

與心聲，團隊與護理同仁之間必像

過去一樣合作無間。

六院合心推展  回歸病人中心

慈濟醫療志業體非常重視護理資

訊科技的發展與應用，林俊龍執行

長全力支持與鼓勵，積極培育資訊

人才，鼓勵同仁接受資訊化，提供

行動工作車是將電腦架

設在工作車上，讓護理

同仁在照護病人的同

時，也能將病人的資料

立即輸入電腦儲存，甚

至直接用電腦衛教，或

回答病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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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新科技的機會，積極的推展資

訊系統及病歷電子化的計畫，搭配

政策的實施，達成促進整體醫療院

所內部病歷電子化，進而建構院際

電子病歷間的交換與流通，打造醫

療電子化的環境；另一方面配合行

政院衛生署醫療資訊的推動，藉由

醫學資訊的串聯與整合，強化社區

醫療功能，落實持續照護及民眾健

康管理。因此，慈濟護理主管與資

訊團隊，也應將眼光放遠、放長，

讓慈濟護理資訊走入國際，與世界

接軌，實現上人對我們的期許，成

為國際間的護理典範。

當所有護理大小事務朝向資訊

化發展的同時，我們也要互相提

醒，「可以用電腦，但不能被電腦

用」，若因過份仰賴而忘卻照護

病人的初衷，就失去護理資訊化的

美意了。你可曾聽過病人說「那個

醫生都只看電腦不看我」？不管有

沒有，我們清楚，畢竟，護理照顧

的對象，是人，護理存在的意義，

也是為了人，以病人為中心；期許

資訊化加速了護理人的能力，也能

讓每一個護理人安定心神地照顧病

人。

Q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