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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 一瞬間
Saving Life in a Blink

談急救能力與經驗
About First Aid Ability and 
Experiences of Nursing Professionals

「請問這裡有沒有醫生、護士？」

如果在公共場所聽到有人慌張地這樣喊問，

應該就是有突發事件需要醫療協助了……

醫療專業人員不只在火車、飛機或是公共場合發揮急救能力；

在醫院也經常要應付緊急醫療狀況的發生。

緊急施救時，相信所有護理師都會立即挺身而出。

但在急救流程中，護理師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處理的成熟度高嗎？心理狀態又如何呢？

成功挽救時，心中大石放下、甚至歡欣鼓舞；

但如果無法挽回，護理師該如何安慰家屬？

自己又怎麼面對急救無效後的失落情緒？

資深護理師分享，在急救的一瞬間，先不去想結果如何，

只要當下竭盡全力搶救生命，就不會留下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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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事件每天總在急診室不斷地反

覆上演，當生命與時間競賽、當家屬面

對危急個案病情變化的情緒失控、焦急

的心情，更甚轉化成忿怒……等，身處

前線的醫護人員所需承擔的壓力不在話

下。醫院裡「綠色九號」急救廣播聲音

響起，突發的狀況，團隊支援啟動、有

默契的分工合作，急救過程的秩序與角

色任務也總是讓很多鮮少接觸的護理人

員或是護理新手亂了方寸，急救的成果

更甚衝擊著每個人的心理。急救成功不

僅讓病人生命延續，更可以激勵團隊士

氣，反之，急救失效時，迴盪的情緒就

像山稜線忽高忽低，嚴重時更可能影響

爾後護理生涯的相關決策。

多數具急救證照  一成待推動

近期，電視媒體也接連報導數起急救

事件。馬拉松競賽過程中突然有人倒地，

參賽醫護人員立即投身協助搶救；夜班下

班，路上突然有人倒地，奮力挺身相助，

更躍上救護車一路幫忙 CPR 到院內……

因此，當急救事件就發生在你的跟前，

你是否也會挺身而出盡力協助呢？你面

對急救事件時的心情與角色為何？藉此

次問卷調查，探討慈濟六院護理人員對

於急救事件的經驗與建議，期望也可作

為爾後急救相關教育訓練之意見參酌。

本期有效問卷共回收 1,503 份，基本

資料統計結果，女性占 97.1%，年齡

以 26~30 歲 (27.0%) 最 多，21~25 歲

(25.9%) 次 之， 職 級 以 N2(32.9%) 最
多，N(29.7%) 次之，職務以護理師、護

士占大多數 (79.4%)，工作單位以急重症

單位 (25.8%) 最多，外科病房 (15.8%)、
門診 (13.1%) 次之。

■ 文／李玉茹  臺中慈濟醫院急診護理長

王怡婷  臺中慈濟醫院社區護理組護理師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男  43 2.9

女  1,460 97.1

合計  1,503 100.0

年齡 人數 %
20歲及以下  21 1.4

21~ 25歲  389 25.9

26~ 30歲  406 27.0

31~ 35歲  326 21.7

36~ 40歲  201 13.4

41歲以上  160 10.6

合計  1,503 100.0

職級 人數 %
N  446 29.7

N1  350 23.3

N2  494 32.9

N3  136 9.0

N4  77 5.1

合計  1,503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護士  1,193 79.4

副護理長  52 3.5

護理長以上  98 6.5

功能小組  46 3.1

專科護理師  114 7.6

合計  1,50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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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詢問大家有那些急救證照？

調 查 結 果 最 多 的 是 高 級 心 臟 救 命

術 (ACLS)，66.3%， 其 次 為 基 本 救

命 術 (BLS)46.9%， 小 兒 高 級 救 命

術 (APLS)7.1%、新生兒高級救命術

(NRP)6.8%，3.1% 的人有急救相關指導

員證書。依結果判斷，護理人員依據自

己所屬的科別屬性需求取得相關證照，

以利臨床應用，應有不少人是擁有多張

證照；相對於急重症護理同仁占總數

25.8%，3.1% 急救指導員的比例似乎低

了一點，是我們急診同仁可以施力推廣

的。可惜，有 9.8% 的人沒有取得任何

急救證書，不知是因為剛進臨床的同仁

尚未取得證照、證照效期展延銜接問題、

或是本身對於急救證書的訓練課程不感

興趣。全員有急救證照，具備急救能力，

是我們要推動的，各院可以進一步了解

落實。

近九成有急救經驗

速助新手建信心

急救證書的取得是訓練的一環，但是

臨床上是否實際有遇到急救事件同時參

與急救過程的協助？因此接下來便詢問

在護理職涯曾參與實際急救的經驗？

高達 88.1% 的護理人員有實際參與

急救的經驗，只有 11.9% 的人不曾

參與過。而更有 42.2% 的人有 12 次

以上的實際急救經驗，1~3 次次之占

22.4%，4~6 次 14.0%，7~12 次則占

9.5%。顯然對於護理同仁，親身見證

生命在一瞬間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當

然，急救是不能保證每次成功的，參與

急救後的心理考驗，也是每個護理同仁

都要面對的功課。

工作單位 人數 %
內科  110 7.3

外科  238 15.8

小兒科、婦產科  135 9.0

急重症  388 25.8

心蓮病房  29 1.9

功能小組  55 3.7

門診  197 13.1

洗腎室  37 2.5

手術室  105 7.0

精神科  30 2.0

行政  40 2.7

其他  139 9.2

合計  1,503 100.0

我有以下急救證書：

(	N	=	1,503，複選 )Q1

ACLS ( 高級心臟救命術 )  66.3% 

BLS ( 基本救命術 )  46.9%

APLS ( 小兒高級救命術 )   7.1%

NRP ( 新生兒高級急救救命術 )  6.8%

急救相關指導員  3.1%

皆沒有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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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問過去一年內有參與急救 ( 包含

演練 ) 經驗的比例。有近八成五 (84.9%)
的護理人員這一年內有實際參與的相關

經驗，15.1% 不曾參與。這一年有參與

經驗者，以 1~3 次的占最多 (53.2%)，

約每季會有一次急救經驗為 19.2%，每

月都有急救經驗的則有 9.6%。

急救事件的發生，應該會依服務單位

與科別而有不同。統計臺中慈院急診室

平均一年約有近百件的急救事件，這些

個案多數為到院前死亡，當然也有部分

為急診就診時因病情驟變而接受急救，

也因為如此，急診單位對同仁的急救能

力以最高標準來要求。

最近急診室來了一個完全沒有經驗

的新進護理人員，她個性比較害羞，

沒有經驗自然不太有信心，到職四個

月即將要參加 ACLS 證照考試，她總

是擔心自己不會過關。因此，輔導學

姊一直利用機會讓她進急救室一同參

與急救過程，學姊還要這位個子比較

嬌小的學妹站上凳子，從較高處清楚

看整個過程。事件之後，學姊就剛才

的急救過程與課本相互呼應，慢慢帶

領這個學妹了解急救過程。看到自己

通過測驗、取得 ACLS 證照時，學妹

非常開心，同時表示，當書本與工作

實際情況互相對照後，其實兩者可以

相互補強，爾後她對於病人的處置或

是急救流程的協助都比較有信心面對，

也感到受益匪淺。

二成能領導急救

演練熟悉不害怕

急救過程中對於啟動求救、實際施作

步驟、團隊對於急救流程的熟練度、合

作的默契，每個施作的環節彼此相扣，

9.5%      
7~12 次 

42.2%

12 次以上

11.9%
不曾有機會   

22.4%      
1~3 次

14.0%
 4~6 次 

在護理職涯中，我曾參與實際急

救的經驗？(	N	=	1,503，單選	)Q2

過去一年內，我曾有參與急救 (包含

演練)的經驗？(	N	=	1,503，單選	)Q3
約 1~3 次53.2%      

約 4~6 次（約每季一次）19.2%

約 7~12 次（每個月都有） 9.6%      
約每週一次  2.9%

不曾參與   15.1%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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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急救流程是否熟稔也間接影響投入

施救的時機與擔任的任務。針對過去一

年內對於急救流程 ( 包含演練 ) 的掌握

度進行詢問，發現有 51.5% 在有人指

示下尚能勝任急救作業分工；22.0%
的人感覺得心應手，能擔任急救領導者

的角色；有 18.2% 表示很少有急救經

驗，不熟悉流程，因此盡可能不於第一

線急救，值得關注的是有 8.3% 的人對

於急救的掌握度感到慌亂無措，需要等

待告知如何協助。

想起幾年前自己從病房區轉戰急診

室，某天有位自己照護的病人因為血中

鉀離子過高而引發心律問題，很快地從

意識清醒到插管、到急救後轉送加護病

房，過程中自己慌張的不知道可以幫忙

什麼，只記得聽著醫師或是學姊一個口

令一個動作做著，就連寫紀錄時手都是

發抖的，直到將病人轉入加護病房以後，

懊惱、自責、喪失照護的信心……等情緒

一下子湧上，漲滿的複雜情緒讓我掉下

了眼淚，直至今天那急救的過程記憶依

舊清晰。就這樣經過了幾年急診的歷練

之後，自己變成可以承擔發號施令的角

色，在急救的過程中可以更得心應手。

團隊合作補位

起死回生最欣慰

在醫院裡，急診醫謢人員同時承擔著

急救小組的任務，但實際上，急救絕對

需要團隊成員合作、互相補位才有辦法

完成。

記得前些天院內廣播響起「大愛樓地

下一樓化療室綠色九號」，團隊立即

過去一年內，我對急救流程(包含演練)的掌握度？(	N	=	1,503，單選	)Q4

有人指示下，能勝任急救作業分工51.5%      

得心應手，能擔任急救 Leader 角色 22.0%

很少有急救經驗，不熟悉流程，盡可能不於第一線急救 18.2%      

慌亂無措，等待告知如何協助  8.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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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急救地點。當時該病人的主治醫

師以及護理人員都已經先著手 CPR 及

Ambu Bagging，急診團隊加入後各司

其職的插管、CPR、建立靜脈輸液管

路、急救藥物注射，警衛人員也控管動

線讓病人順利後送到急診急救室進行治

療，接著轉加護病房接手後續的照護。

再追蹤這位病人的狀況，目前已意識

清醒、生命徵象穩定，同時完成拔管轉

到普通病房。像這樣成功的急救事件，

對於參與的成員都有相當的鼓舞力量，

最重要的是，病人在這當中獲得最佳的

照護品質，然後可以康復出院，這才更

具有意義。

練技術排除恐懼  盡力後接受無常  

再進一步探討護理人員對於過去一

年內參與急救流程中，最感到害怕或

是無法掌握的內容為何？有 33.0% 認

為團隊合作不熟練最讓人感到害怕；

22.6% 很少有相關經驗，因此無法確

定；19.2% 的人對於急救用物或設備

短缺感到不安；14.1% 則是認為面對

家屬情緒失控時覺得無法掌握，另外有

9.6% 表示急救事件發生於公共場合讓

人覺得無法掌控。

另外也有一些人提出其他的看法，例

如：急救時人多、空間狹小凌亂、醫師

口頭醫囑藥物名稱與現行商品名或是化

學名不同、很少有急救經驗擔心無法臨

機應變、急救過程病人很不舒服因此參

與急救……等。

護理人員的心情反應，會隨著急救的

成效而起伏；例如，當發現監視器上的

螢幕開始呈現規律的跳動，配合著答

答答的聲音，檢測病人頸動脈確認有脈

動時，團隊的口氣會透露出一點點的欣

愉，接著各自快速地進行復甦後的處

置，盡速穩定病人生命徵象或是積極完

成需要的檢查。

然而，急救失效時，當醫師宣告死

亡的那一刻起，我們最害怕的是家屬

那無助或是帶著遺憾的哭聲與吶喊，

尤以面對猝死病人或是意外事件死亡

的個案更為顯著。每每接獲通知趕到

醫院，帶家屬去見急救後往生的病人

過去一年內，在急救過程(包含演

習)中，曾遇到何種狀況，最讓我

感到害怕？(	N	=	1,503，單選	)Q5

團隊合作不熟練  33.0%      

很少有急救經驗，不知道  22.6%

急救用物或設備短缺  19.2%      

家屬情緒失控  14.1%

急救事件發生於公共場合  9.6%

其他  1.4%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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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心情跟家屬一樣糾結，很多

次看到年輕的學妹們面對這樣的生死

紅著眼眶的模樣，但是他們依舊堅強

地做著接下來的事，整理擦拭病人身

體、膚慰家屬的情緒，護理同仁永遠

把自己的心情放在工作之後。

團隊與隨機演練  準備好無懼考驗

在問卷的最後，詢問同仁們除了取得

急救證照外，平常於職場上最想增加

何種急救相關課程？居冠的是「團隊

間合作演練」占 49.3%，將近一半的

人，「增加隨機演練的機會」次之為

17.3%，「急救經驗分享課程」的開立

占 16.3%，另外 15.9% 認為需要增加

對家屬的膚慰技巧訓練課程，當然也有

極少的人認為授課與臨床實務急救事件

發生當下仍會有所落差，因此，增加課

程對於實務技能可能較無幫助。

這麼多年的急救經驗給我的感覺是，

如果有很多的來不及、很多的遺憾、很

多的愛尚未說出口，那麼在到達醫療的

極限時，我們需要安住的是生者的心，

這也是我們除了急救技能之外不斷努力

加強學習的部分。

醫 院 內 對 於 急 救 教 育 訓 練 諸 如

ACLS、BLS、APLS……等均有定期

舉辦，且針對突發的急救事件也不定

期進行測試演習，並設有急救小組劃

分急救負責區域以及明定任務與責任。

問卷調查結果可提供院方規劃相關課

程時的重點方向，對於實務操作之技

能提升、急救事件當下 Team Leader
的角色功能發揮、更甚家屬情緒的安

撫，都可融合納入課程教育訓練中執

行。

每次的急救事件都是單一的獨特事

件，有效的團隊合作、事件過後整理

分析檢討，指出團隊的優點、了解自

己的缺點，不斷的修正同時傾聽每位

參與成員的感受與心聲。護理同仁，

只要把該受的急救相關訓練完成、加

強熟悉急救流程，當救人的考驗來到

面前時就能無所懼地完成任務；只是，

別忘了，安撫家屬的情緒之後，也要

安定自己的心，給自己肯定與鼓勵，

甚至給自己的悲傷該有的出口。

除了取得急救證照訓練外，平常

於職場上，最想增加何種急救相

關課程？(	N	=	1,503，單選	)Q6

團隊間急救合作演練  49.3%      

隨機演練  17.3%

急救經驗分享課程  16.3%      

對家屬的膚慰技巧訓練  15.9%

其他   1.2%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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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校畢業進入加護病房工作已經 2 年多了，

也從學姊口中的懵懂新人轉變成現在的工作夥

伴。只是在危急時刻我依然會感到緊張，但至少

不像初來乍到時只會傻楞楞看著、需要旁邊人的

提醒，我想這是我在這裡的成長。

在內科加護病房服務，我常常向人戲稱我們就

像工程師一樣，他們盯著良率，而我們盯著的卻

是病人的生命徵象，當病人的生命徵象逐漸穩定

並且轉出加護病房，那便是我們最開心的事，但，

並非每個病人的生命徵象都能在我們守護下穩

定，也會有變化急轉直下的……

戲劇性病情變化  團隊搶救的震撼

回想起過年前一個心肌梗塞併發心因性休克的

患者，照顧他的第一天，他因為插著管子無法說

話，但可以點頭或搖頭來回應。在這個班內我緊

盯著螢幕上的數值，偶爾詢問病患是否有心悶、

胸痛或是哪裡不適，數值看似穩定，但病患卻在

我與大夜同仁交接班時，狂拍床欄，接著吐出一

大口暗紅色的液體，應是因治療使用大量抗凝血

劑導致胃出血。我可以想像接下來的八個小時，

大夜班有忙不完的處置。

隔天，病患再次進行心導管檢查，當接到通知

可以前去接病人時，心導管室在電話內告知我病

患已經急救三次。當下我繃緊神經準備前往心導

管室，護理長與副護理長決定陪我一同前去接回

病人。

將病患推回加護病房的路上，螢幕上的數值起

起伏伏，過程危急，就像電影般戲劇化，我帶著

急救藥物一路施打，在快到單位前學長跳上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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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病患心外按摩，我們也從原本的快

走變成小跑步將病患推回單位。

經過一番急救後，跨團隊討論後立

即向家屬解釋目前病況，病患身上有

原本經心臟內科醫師放置的 IABP( 主
動脈內氣球幫浦 )，再經由心臟外科

醫師予以放置葉克膜，因病患急性

腎衰竭還需要腎臟內科醫師協助行

CRRT( 連續性腎臟代替治療 )。記

得那八個小時內我不停的輸血，並緊

盯著體外循環機上的所有數值維持標

準，也看著病患的生命徵象數值並紀

錄一切。那一天，我看到在危急時刻

醫療團隊共同守護生命的努力，讓我

從中學習不少也為之震撼。

從慌亂到熟悉  隨時準備救生命

在學校所學的急救只是學理上的教

導，並無實戰經驗，進入臨床後在新

進人員訓練時上過基礎的 CPR 課程，

「叫叫 CAB」，只知道要心臟按壓，

直到進加護病房工作才真正接觸到急

救。剛開始也是手足無措、腦中一片

空白，也經由學姊及吳昆錫主任不斷

在現場指導才有了急救的概念，現在

已清楚自己在急救過程該扮演的角色。

加護病房幾乎每個月會遇到一、兩

次的急救，因此會要求每位同仁有高

級急救救命術 (ACLS) 的執照，醫護團

隊必需熟練急救處理流程、有正確的

判斷，而每 3 年也會有需要重新再考

照，或是同步更新急救流程或藥物的

新用法。自己在加護病房近兩年的過

程中，遇到無數次的急救，但此病患

因為情況特殊需要特殊儀器處置，當

時有團隊包含內外科醫師、開刀房、

麻醉科、技術人員等一起協助，讓身

為主護的我更有信心、不害怕。

很多急救是我們無法控制或預期

的，而過程中最無助的應該是家屬，

而萬一急救失敗後家屬的傷痛是我最

不捨的。也許，生命將到盡頭我們無

法阻止，但我們依然可以去努力搶救

生命，在那有機會的一瞬間。

在重症加護單位工作常有急救的機會，臨床經

驗未滿三年，但陳思羽已建立自己對急救能力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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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無常，沒有人可預知自己的生命剩下多少時

間，更沒有人可未知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而在醫

院工作的我們，有機會在那一秒發生的那一刻，盡

力去讓生命留下來。

我在學校時期對急救非常有興趣，但到了臨床工

作，發生在真人身上需要急救時，卻不敢說自己準

備好了，當下可能慌了手腳，甚至會忘記此時此刻

該做些什麼。

學姊的反思  急救更穩當

記得在 2012 年 12 月份時至外科病房支援，某

一天夜裡，在宿舍聽到外科病房發生綠色九號，內

心著急但也只能祈求病人沒事。因為非常好奇、

也想學習，於是事後問了學姊、學長當天急救的情

形。

那天晚上是家屬按鈴說病人怪怪的，學姊過去看

後，發現病人意識改變，脈搏的跳動評估不到，持

續評估時病人突然間深吸一口氣，然後嘆了長長一

口氣，當時沒有放置監測心跳的儀器，學姊一時發

慌，不知道是否該開始 CPR，於是離開病床找其

他護理人員支援。經搶救後病人心跳恢復，並密切

觀察生命徵象，誰知下一班又發生一次，經搶救後

至加護病房觀察。那時家屬表示不想再讓病人這麼

痛苦，才放棄再次急救。

事發過後，學姊表示雖然她不是這個病人的主

護，但聽到病人的生命結束還是難過，眼眶紅了，

覺得這件事讓她很洩氣，因為她當下沒有馬上做急

救的動作。她回家後還去讀了高級心臟救命術的書

本，回想當下的情形，發現有些地方做錯了；她說，

當下發現時不能因夜班人數少而離開病人去尋求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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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還有，當下應該有人當起領導者

的角色，因為病人狀況危急，一定會

亂成一團，因此有領導者來指定並分

配工作給其他護理人員才好。學姊說，

經驗真的不足，此次就當作經驗，而

且，換個角度想，或許病人會走得舒

服點，不再因為拖延生命而被一堆管

路綁著，承受一堆急救後的結果。

穿上護士服  行救人職志

另一位當班的學長說，他之前照顧

過此病人，病人很客氣，時常因家屬

不在旁邊又需要協助，但怕麻煩到護

理人員而不敢按紅鈴。學長也分享急

救時的一個情況，CPR 時和以前按壓

胸骨柄時的感覺不同，是「軟軟」的，

事後才知病人原已肋骨斷裂，畢竟身

穿護士服，只要病人沒有簽不急救同

意書，都應該努力去搶救。

自己在學校時期有考

過急救證書及 EMT，
但真正事情發生在我身

上，我想我也會像學長

姊的心情一樣，努力的

去搶救。自己曾經照顧

過這個病人，知道他已

離世，還是會不捨。

希望多演練  搶救不慌亂

我在臨床工作差不多快半年了，有

的病人已經簽屬不急救同意書，我自

己還沒有過親身參與急救的經驗。但

側面了解這次急救事件，自己會希望

私底下可以增加練習機會，才不會在

真正發生時才後悔檢討。

即使已經有急救證書，若沒有實際

經驗，久了也會忘記，更何況是突發

而來的緊急狀況，會更加慌張。聯想

到自己的父母、協助我們一家的伯父

伯母，尤其是任勞任怨但我已來不及

回報的伯父，生命真的好脆弱，沒有

人會知道生命還有多長。感謝親人們，

我會記在心裡一輩子，現在的我努力

的工作，雖離家有段距離，但我會盡

力孝順扶養我的家人。而在護理工作

上，也會持續學習累積經驗。

急救必須與時間賽跑，護理與

醫師齊心合作，只為將眼前的

生命救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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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救嬰孩  全員總啟動

1 月初，正在歡喜迎接新的一年時，一天接到急診

的電話，表示有一名 2 個月大的嬰兒到院前已無心

跳呼吸，現正急救中，希望加護病房先做好準備。

電話一掛，全身雞皮疙瘩一直冒起，心裡想著才

一大早，是發生了什麼事情？與同仁趕緊準備所需

的設備，把輻射加溫臺加熱，聯絡呼吸治療師準備

呼吸器、點滴幫浦、甦醒器、通知病房主任……正

當一切就緒時，急診同仁與小兒科醫師已陪著寶寶

一同來到加護病房。

將寶寶抱到加熱臺上時一陣鼻酸，心想「她長得

真是清秀白淨。」雖然嘴巴上放著氣管內管，但是

那圓圓的臉龐真是惹人憐愛。接上監視器後，發現

心跳過快、血壓不高，一切都不穩定，一轉身，發

現小小的加護病房頓時聚集不少人，兒科醫師幾乎

到齊了，不論是神經內科、腸胃科、新生兒科，都

來看有沒有可以幫忙的。呼吸治療師一旁協助調整

著呼吸器，護理人員趕緊依照醫囑將所有可以幫助

她的藥物與監視器一一接上去，大家的心情與情緒

也都隨者寶寶監視器上的數字七上八下……

因寶寶血管細小又急迫需要使用許多的維生藥

物，所以趕緊聯絡麻醉科醫師請求協助，麻醉科醫

師在第一時間放下一切、犧牲吃飯時間來幫寶寶裝

中心靜脈導管。當時在想，今天這些醫護人員如果

沒有救人愛人的心，怎能有這樣的熱忱。

急救後的陪伴與祝福

想到寶寶生命突受威脅，家屬會是何等不捨，趕

緊連絡社工來關懷。身為兩個孩子的母親，錐心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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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擔心孩子的痛我可以感同身

受，因為寶寶經過急救，許多

器官都會受損，恢復的情形短

時間內也無法評估，在腦中一

直盤旋著能做些什麼呢？於是

告訴孩子的爸爸，想看孩子時

就按服務鈴，不用拘泥 30 分

鐘的會客時間，多陪陪她吧。

雖然寶寶心跳、血壓不穩

定，而且反應仍不佳……，護

理人員仍每天仔細地幫她洗

澡、放音樂給她聽、在治療時

跟她說話。過年時護理人員也

寫上賀卡掛上祝福的吊飾，一

切都是希望能將滿滿的祝福捎

給她。

有愛就有力量

繼續面對挑戰

臨床工作已邁入第 19 個年頭，一

直在小兒科服務，碰過的急救事件

已無法細數，但是每件急救事件對

於我的職業生涯都是一段刻骨銘心

的過程。而在急救無效時，看著父

母親與家人哭斷腸，祈求著醫護人

員多盡點力不要放棄時，多麼希望

自己的能力能夠再好一點，可以再

為他們多作一點，更希望有奇蹟出

現。當無法挽救小生命時，總會讓

自己回家後低潮一陣子，不過再回

到工作崗位看到有孩子需要我，又

會再度燃起我的工作熱忱。

隨著醫療技術與設備越來越進步，

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急重症病童會

因為科技的進步而得以救治，所以醫

護人員的知識技術也需要不斷的往前

進步。除了要熟練小兒急救技術、用

藥與流程，更希望同仁能在生活與工

作中培養愛人的能力，我想護理人員

並不害怕面對挑戰或是死亡，因為只

要有愛，就有能量去繼續照顧需要我

們的人。

嬰幼兒的急救過程與大人不同，陳莉琳護理長提

醒同仁除了熟練小兒急救技術、用藥與流程，更

希望同仁保持在生活與工作中的愛人能力。攝

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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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Life-saving

跟人提起門診護理師這個職業時，大多數人都有

工作輕鬆又單純的刻板印象，其實門診工作並不簡

單，其中還有一點就是，要為看診民眾的安全把關。

診間的分布範圍很廣，而且除了各診間的病患及家

屬外，連大廳或是走道、等候區、領藥區等一般民

眾的活動區域，都是有可能會發生需緊急救護的狀

況，此時，門診護理人員絕對是第一線前往處理的

人之一。

急救當然成員  實戰培養信心

只要院內廣播響起「綠色九號」，就可以看見許

多醫護人員衝向事發處開始急救。剛開始門診護理工

作，就先上過急救訓練課程，取得基本救命術 BLS
證照，在跟診時也遇到過突發的緊急狀況；我們幾

個護理師分工合作，一判斷病人無意識及生命徵象

微弱，立即通知總機廣播啟動急救流程，不到幾分

鐘從各單位來的醫護人員都推著急救車、推車來到

現場支援，此時十幾個人聽從一位醫師的指揮進行

急救。

剛碰到急救，自己在緊急救護過程中比較緊張又

擔心做錯，反應沒辦法像學姊們那樣迅速，但在經

過幾次參與之後，也逐漸了解救護的判斷及流程。

自己還沒有擔任過 CPR 壓胸急救的角色，實際操作

上都不是主要的救護角色，但能夠在一旁協助合作，

搶救生命，也讓我增加成就感。

反覆檢討改進  成功失敗都學習

隨著醫院的擴建，門診量增加，這一年多來比起

過去在第二院區時發生病患緊急救護的次數也增加

了，甚至連中醫科這個屬於病情較穩定患者會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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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系，也發生過病患在等待領藥時

突然沒有了呼吸的緊急狀況。

記得幾個月前，在我的診間發生了

一位失智病奶奶因身體不適先轉至急

診，但已停止呼吸及心跳而急救不及

的事件，讓我難過很久。 
那天的看診病人很多，要一直面對

許多病患的需求，要處理病患的疑問

及協助醫師看診，要達到整個診間流

程的順暢，覺得自己一直很費力地在

處理，奶奶的狀況也主要是家屬來講，

但還是很挫折，沒有立即察覺到病患

的不適。

我反省自己的行為，發現我就是缺

少了果斷的決策，沒有放下其他事情

先陪病患到急診做進一步處置。雖然

當時其他病患也很重要，但那時候的

老奶奶是很虛弱的，對此一時的疏失，

自己難過了好一陣子。在反覆檢討事

情的發生過程中，給自己很大的領悟

和學習經驗，也提醒自己要培養門診

護理師應有的態度。

門診工作除了協助醫療處置外，還

要面對許多繁瑣的行政業務、文書工

作，因此，護理人員更需要隨時提醒

自己，不要因為忙碌而降低對病患安

全問題的警覺性。甚至有時想想，比

起病患身體不適或病情較差者，急著

看診而口氣較差的人，護理人員也不

能影響自己本身的情緒，要站在病患

的角度體諒，多一點體諒，多一點同

情心，無形中也能提升自己的修養及

服務品質。

護理經驗也有五年了，不管是面對

急救成功或是失敗的案例，都是提醒

我，必須提高警覺，不管是看診當中

或是等候在外的病患，從報到開始對

病患的初步觀察，直到最後的看診結

束。這過程中，在我們視線範圍內可

察覺的症狀及病患主訴的不適，都必

須提早處理，在能力範圍內先做處

置，才能減少緊急意外事件發生。

在門診區的護理師是在醫院內常遇突發急救事件

的單位之一，若能處置得宜就有可能搶救生命於

萬一。圖為徐夢珣護理師解說衛教單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