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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濟聽證嚴上人說過一個真實故事。秀麗從小

家境清寒，母親與哥哥都生病，導致家貧連書桌都

沒有，所以慈濟人長期照顧他們一家。秀麗克服困

難，努力不懈的苦讀，國中時獲得總統教育獎的榮

耀；畢業後，同時考上花蓮女中與慈濟技術學院，

最後她選擇加入白衣天使的行列，還表示畢業後要

留在花蓮慈院工作。

其實我很感慨，像這樣的故事，之前就常常聽說，

內容大同小異，大意是一個年輕人功課不錯，未來

本有多項選擇，因崇拜南丁格爾的精神而投入了護

理，既解決了家庭的難題，也實踐了他以最直接、

又充滿愛心的方式去服務人群的初發心。曾幾何時，

是甚麼樣的因素扼殺了天使的初發心，很多白衣大

士在醫院工作沒有幾年就萌生退意，甚至有的一畢

業就轉行，造成如今全臺灣護理短缺近萬人。是工

作量太大而不堪負荷、或是因要上大小夜班而打壞

了生理時鐘、還是醫師老爺們對他們太兇而感覺失

去尊嚴，因而大嘆不如歸去！

文︳  胡勝川  花蓮慈濟醫院急診部主任

To Honor All Nurses –
Don’t let Nurses Leave this Profession

榮耀護你
    ──別讓天使折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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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工作的一個班雖明為

8 小時，但實際上是要工作

10 小時，提早一小時來點

班，晚走一小時為的是交

班。有些動作慢一點的同

仁，還要留下來補一些未

完成的書面作業，再多上 2
小時班是常有的事。這些

多出來的上班時數是沒有

任何加班費的，怨不得誰！

針對這部分做檢討，衛生

署擬將護病比從每位護理

師照顧 4 位病人改成 3 位，

也建議讓沒通過護理師考

試的護生以護佐任用，做

一些輔助護理照護的事情。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辦法。

可檢討目前護理師的工作

是否有的可由護佐執行，涉及法令的則要法

令鬆綁。

對於護理交班我很有意見，常聽到交班時

的對話就覺得很有趣，譬如說紅血球是多少

啦、白血球是多少啦，以及一些生化檢查的

每一細項也在報告。我一聽就知道這些檢查

都是正常的，難怪交班要這麼久。我最怕護

理同仁們交班，因為這段時間新病人就沒人

處理，偶爾還會造成病人不滿。我建議護理

主管們要教育同仁交班時應該講的重點，以

及如何寫病情紀錄，千萬不要鉅細靡遺的報

告或寫得太細。是不是只要講：床號、姓名、

來時主訴、這是什麼病、有哪些陽性發現、

給了哪些治療、在等什麼、病人現在有何不

舒服、其他注意事項。至於點班，是否考慮

有的東西可由護佐來點，如此多管齊下必然

可以減輕工作的負荷。

傳統上醫師在醫療團隊中居主導地位，本

護理人力短缺的現實，讓胡勝川主任提筆撰寫此文，鼓勵護理同仁，也針對臨床管理提出建言。圖為胡

主任參與大量傷患急救演習。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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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話說，因為他要負成敗的責任，然而若

無優秀團隊成員的輔助，則醫療成效不彰

也是不爭的事實。醫療行為承擔著極大的

風險，給醫師帶來極大的壓力，或因開刀不

順、或因流血不止、或因病人太多影響心

情，如若護理師執行醫囑或回報數據稍有不

順，就會招致醫師嚴厲的指責。醫師固要約

束自己的情緒管理，護理師也常以同理心體

諒醫師的脫序演出。其實能在一起工作就

是一種緣分，彼此都應常記慈濟四神湯「知

足、感恩、善解、包容」！

一般人的觀念裡，醫師們專業豐富，不時

教導護理師的不足；但事實上，護理師的專

業也不是醫師們達得到的，故要彼此尊重、

互相合作的照護病人，才是病人之福。

回想起 2005 年我們急診室搬到合心樓，

我就做了些很愚蠢的事情，至今仍深深後悔

不已。

新急診室的空間面積比舊

急診室大三倍，因此作業的

流程、動線，甚至器材的擺

放都有很大的不同，護理同

仁的出錯在所難免，而我求

好心切的毛病始終改不了，

於是很多同仁都被我責罵

過。但只在那一短暫的時光

內，護理同仁們相繼離職，

其總數達到近三分之一，一

時之間造成護理部的危機，

連護理部主任都來關切，拜

託我對護理同仁們溫柔一

點。此一當頭棒喝叫我啞口

無言，發誓要改變習性，

無奈「江山易改、本性難

移」，無法立即做到「得理

要饒人、理直氣要和」。

臺灣急診醫學之父

胡勝川醫師提醒，

護理師的專業不

可或缺，需要醫護

彼此尊重、互相合

作， 才 是 病 人 之

福。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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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 0 1 2 年我參加了

「水懺經藏演繹」，當了

入經藏菩薩以後，習性才

有很明顯的改變。我經常

在 上 班 時 候 將 點 滴 車、

換 藥 車 等 擺 放 在 適 當 的

位置，我每天都要將 V I P
室內的輪椅推出去放到應

該放輪椅的地方，我既不

生氣也不會罵人，也不再

對護理同仁大吼大叫，就

是不希望護理同仁感受到

壓力。

晚近專研病人安全議題

的學者，倡議以「團隊」的

方式執行醫療業務，將可

減少醫療錯誤率，提升病

人的安全。雖然評鑑或醫院

並未硬性規定單位要實施「團隊資源管理」

(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TRM)，
我仍然在急診努力的推動。大凡 OHCA（到

院前心肺功能中止）的個案、或一些小手

術，都要由醫師和護理師一起執行，溝通病

情、作法及須注意事項。它除了有「提升病

人安全」的好處外，還可以拉近醫護人員之

間的距離、提升護理同仁的專業能力、促進

彼此之間的互信與了解，對於減緩職場上的

緊張與壓力是很有助益的。

護理同仁在職場上的壓力不僅只來自醫師

方面，有些資深護理師在帶新人的時候太過

嚴厲，讓新人尚未到試用期滿就要離職。

單位之間的交班亦會造成護理同仁的不快，

尤其是急診到加護病房或急診到一般病房。

急診護理同仁常常受到接班護理師的責難，

最常被責難的問題是「為什麼沒做（問）這、

為什麼沒做（問）那」，事實上這些都跟急

胡勝川醫師在花蓮慈院的急診推動

團隊資源管理，醫師和護理師一起

執行醫療行為、溝通病情與作法，

除了可提升病人安全，還可拉近醫

護人員之間的距離。圖為花蓮慈院

醫護合作搶救生命一景。攝影／黃

思齊



14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vs. 白袍 白衣
White Coat vs. White Uniform

診無關，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告訴他們要問或

做與急診主訴有關的事情，他們不需要像內

科一樣的問診病人。退一步想，就算真的

是應該做而沒有做，也不是護理同仁的錯，

應該去質問醫師才對。常見同仁交班之後，

一臉愁容、滿腹委屈的樣子，這時我通常會

安慰同仁，稍減他不滿的情緒以及受傷的心

靈。有關因交班而受到壓力部分，奇美醫院

的護理同仁就做得很好，他們的急診護理師

將病人送到樓上病房去，一點壓力也沒有，

病房護理師說：「我們的醫院是一個團隊，

你們只要把急診的事情做好就好，其餘的交

給我們！」誠哉斯言，聽了好令人感動，也

是我們可以學習。

再談談來自病人或家屬的「暴力」問題，

暴力不是急診的專利，病房也會有「暴力」

問題。暴力的發生固與當事者之應對有關，

但我所看到的大多數發生在急診的暴力，不

論是對醫師或是對護理師，

當事人都是無辜的。我們

所能做的就是教育訓練、

小心應對、早早發覺、監

視錄影、警民連線、門禁

管制。營造一個安全的就

醫環境是政府和醫院主管

的責任，雖不能完全禁絕

暴力的發生，但可將其發

生率降至最低，也是挽留

人才不至流失的方法之一。

談到上大小夜班，這是在

醫院病房或急診工作的醫護

同仁所無法逃避的宿命，研

究也顯示經常更動生理時鐘

是對腦細胞有傷害的。夜班

既不可免，但可以用方法將

傷害減輕到最低，亦即將夜

急診是高壓力的工作單位，也請社會大眾不忘給急診工作同仁加油打氣。圖為直升機緊急搭載病人下山送花

蓮慈院急診。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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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集中在一起一次上完，不

要經常更動。即便如此，夜

班終究不是常人願意上的，

這群「明知廚房熱還進廚

房」的醫護，我們應該給他

們掌聲，即使給他們再高的

報酬，都無法表達我對他們

的敬意於萬一。

解決醫院護理人員不足

的問題，很多人把焦點放

在「加薪」上面。事實上

護理人員的薪資比起同是

大學畢業的其他職場上的

新鮮人並不低，只是認知

上，這樣工作性質應該不

只這樣的薪水。工作特性

已如前述，要求更高的薪

水也確屬合理，最好是提

升到與空服員的薪資相差無幾。主管機關在

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也說要加碼 20 億在

護理領域，但這些經費都是提撥給醫院，護

理人員無法直接感受到政府的美意。我曾向

衛生署長官建議，不妨直接將錢發給個人，

醫院再出相對基金，使護理人員的實惠可

達加薪萬元上下。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

夫」，定可使許多轉行的護理人員回流。當

然，為符合公平正義，不同工應不同酬，在

門診或健檢等沒有輪值夜班的單位，相對不

應享有這樣的福利。

總之，讓天使折翼的原因很多，單一原因

絕不可能動搖天使的初衷，眾多原因加在一

起就會令人有不如歸去的感覺。要如何解決

此一等同國安層次的問題，能不謹慎思量

乎？除「重賞」之外，如何積極地幫助護理

師找回「護你」的專業榮譽感，重拾職志尊

嚴，應是刻不容緩當務之急。

為了維護花蓮慈院全院急

救品質，胡主任以不定時

不定點緊急急救考驗同仁

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