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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指導老師的臨床參與及認同

在教學醫院及醫學中心，可見一群護生穿梭其間，

帶領他們的，是護理實習指導老師；

對於臨床護理師，老師可提供不同想法與意見，

給予報告或專案的指導與諮詢，輔導教學的技巧，

分享經驗或新知……

  
實習指導老師樂於參與臨床，取得高度認同，

不只指導學生，臨床護理師也獲益，

團隊多方皆贏……

Particip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Intern Class 
Teachers in the Clinical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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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醫場域 樂教學

■ 文 ︳張美娟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N	 %

女 1,365 94.3

男 82 5.7

總計 1,447 100.0

職務別 	N	 %

護理師/士 1,164 80.4

副護理長 47 3.2

護理長 64 4.4

督導及以上 19 1.3

個管師(功能小組) 42 2.9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111 7.7

總計 1,447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N	 %

內科 274 18.9

外科 233 16.1

小兒 58 4.0

婦產 59 4.1

急重症 303 20.9

功能小組 12 0.8

血液透析室 45 3.1

手術室 93 6.4

門診 192 13.3

心蓮 29 2.0

行政 27 1.9

精神科 74 5.1

其他 48 3.3

總計 1,447 100.0

年齡 	N	 %

≦20歲 25 1.7

21-25歲 532 36.8

26-30歲 230 15.9

31-35歲 203 14.0

36-40歲 233 16.1

41歲以上 224 15.5

總計 1,447 100.0

職級  N %

N 472 32.6

N1 225 15.5

N2 553 38.2

N3 139 9.6

N4 58 4.0

總計 1,447 100.0

早上 10 點半，會議室正要準備一場

病房衛教，2、3 位病人零星坐著等待。

此時新入院病人忽然不約而同進來，學

姊忙進忙出，病房瞬間變成戰爭模式。

實習指導老師見狀趕緊叫學生集合，叮

嚀兩句︰「你們幾個去幫學姊備床。」

「你們幾個去幫學姊邀請病人來聽衛

教。」學生陸續加入戰場。10 分鐘後，

學姊匆匆進來，會議室坐滿病人，一位

學妹正推著點滴架幫助病人入坐，桌上

的禮物也放好，學姊開講，之後衛教活

動在掌聲中結束。

在醫院另一個病房，下午 1 點半有

Grand round 大討論會，今天負責的護理

師顯得很緊張，拿著人形圖海報，「老

師您有空嗎？我講給您聽聽，給我些建

議……」

在醫院，除了正式的護理人員，很多

單位可以看到護理實習老師帶著一群青

澀的護生穿梭其間，一起在病房學習護

理病人，參與病室的活動。護生的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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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實習指導老師是靈魂人物。實習

指導老師一方面要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

與臨床經驗，一方面要有教學輔導的能

力，因此學校在聘任時，不管在學歷或

經歷，皆有嚴格的條件，才能在實習單

位發揮指導護生的功能。很多實習指導

老師在醫院的時間遠比在學校長，實習

單位成為老師主要的工作場域，在帶實

習的過程中，不知不覺也成為護理照護

團隊的重要角色，默默地在其中產生許

多團隊效應。

本期的封面故事想從臨床護理同仁的

觀點，看看實習指導老師的護理團隊參

與度。本次的調查，以慈濟醫療志業六

家醫院護理人員為主，共 1,447 人填寫

問卷。

七成的單位有實習生

三成與老師常有互動

詢問護理同仁在其單位，平均一年

有多少時間實習指導老師與學生前來單

位實習？有 30.4% 表示所在單位半年

以上都有實習學生實習，不到半年的有

45.2% 的人；回答單位沒學生實習的有

24.5%。也就是 7 成以上的護理同仁工

作的單位，或長或短皆有實習指導老師

帶著學生前往實習。

在單位有學生來實習經驗的護理同仁

中，23.7% 的同仁經常或總是與實習指

導老師有互動，19.4% 有時與實習指導

老師有互動，但有 36.6% 的同仁是從

來沒有與老師互動的經驗。本調查對象

32.6% 為新進人員，有可能還未碰到學

生實習，還未有機會與實習老師互動。

我的工作單位，平均一年有學校
的實習指導老師與學生前來實
習的時間大約是？( N = 1,447，
單選 )

1

老師不只指導實習  臨床也獲益

實習指導老師負責學生實習，參與病

室活動，成為護理團隊的一員，其學養

經驗不僅影響學生，也同時影響護理同

仁。詢問在職護理同仁，在工作經驗中，

從學校的實習指導老師身上受益的事有

那些？

結果有近 6 成的同仁提出︰老師可提

供我們單位許多專業上不同的想法與意

見、老師與學生可以和我一起照顧病人、

以及老師提供我讀書報告、個案報告或

專案的指導與諮詢。將近 4 成的同仁指

出當碰到臨床的困境時，實習指導老師

可分享經驗協助解決。有超過三成的同

仁提到實習指導老師可幫助我與實習護

1-12 個月
沒有學生來實習

3 個月及以下
1-6 個月

1-9 個月

24.5 %

22.9 %
22.3 %

14.4 %

16.0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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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互動，實習指導老師會跟我分享他

的專業經驗或新知，我可從中學習。

每位實習指導老師都是經過學校精

挑細選的優秀護理人員，在成為老師之

前，皆在臨床上磨練許久，有些老師不

止有一科的專長，甚至還有許多不同醫

院的經驗。亞芬老師具有內外科及小兒

科的經驗，除了內外科實習外也協助小

兒科實習。小兒科的病人主要以內科問

題為主，一天來個髖關節脫位進行體石

膏矯正的小病人，因為出現壓瘡住院治

療。石膏護理對小兒科病房的護理人員

是少見的技術，難免生疏，護理長利用

晨會的時間幫同仁複習，也請老師分享

外科石膏護理的經驗，讓同仁能更正確

執行技術。在指導學生進行石膏護理的

時候，護理同仁亦趕緊在旁聚精會神觀

摩老師的示範。

慧群老師除了在慈院帶實習外亦協助

他院的實習，這天病房碰到小朋友需要

warm steam inhalation ( 溫蒸氣吸入 )，

但因設備的限制，大家正苦思如何解決

這個問題，此時老師提供她在他院看到

的作法，用現有的設備經過一些巧思解

決了病房的問題。

實習指導老師因實習的安排，被指派

到不同醫院協助實習，是充滿壓力與挑

戰的任務，但也有機會觀摩與學習各醫

院醫療照護的特色，開闊視野。藉由實

習老師分享，許多新知、技巧與臨床的

創意，可讓更多的醫護人員學習，嘉惠

更多有需要的病人。

臨床護理師的學術高牆

老師樂於教學相長

能力進階制度對每位同仁而言是一種

無形的壓力，尤其是 N2 升 N3，需要通

過個案報告的審查。實習指導老師與護

理同仁在同一病房照護病人，對個案的

認識與護理問題的剖析，往往成為單位

護理同仁求助的對象。老師與護理同仁

共同討論下彼此教學相長，同時也建立

起良好的互動關係。實習指導老師的教

學指導除了學生獲益外，護理同仁似乎

也能從旁學習。珍妮是小兒科的資深護

理師，剛晉升病房副護理長，負責新進

同仁的教學與輔導，新進護理同仁初來

病房，如同護生，副護理長需像實習老

師一樣，處理新人的焦慮與不安，珍妮

說，病房實習指導老師與學生的教學互

動成為她最好的實境觀摩對象。實習老

我的工作中，與學校實習指
導老師互動的經驗？ ( N = 
1,447，單選 )

2

36.6 % ( 529 人 )

20.2 %  
( 293 人 )

19.4 %  ( 281 人 )14.9 %  ( 216 人 )

8.8 %
 ( 128 人 )

從來沒有

很少

有時經常

總是



21Volume 17  .  Number 5

在我的工作經驗中，從學校的實習指導老師身上受益的事有？
( N = 918，複選 )3

師將十八般武藝傳授給珍妮，使她更有

能量協助新人度過適應期，成為病房的

生力軍。

菜鳥中的菜鳥階段

老師的責任感最重要

臨床實習是護理的核心教育，由模擬

的學習方式進入到實境學習，這是每一

個護生要成為獨當一面的護理人員必經

的歷程，充滿壓力與挑戰。對護理同仁

而言，協助學生實習，傳承護理經驗，

是責無旁貸的任務，但對學生來單位實

習卻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如果

碰到聰敏慧黠的學生或專業且經驗豐富

的臨床實習指導老師一起照顧病人，則

可分擔許多護理工作，減輕壓力；如果

老師跟學生都是生手，許多護理工作可

能因為學生實習而延宕，反而增加照護

的負擔。

暑假的實習往往帶給單位最大的壓

力，因為經常是護生全年實習的開始，

是菜鳥中的菜鳥階段。病房戰戰兢兢地

迎接這些新手，期待的是實習指導老師

能穩穩地掌握學生的實習，成為病房的

助力而非阻力。怎樣的實習指導老師在

護理同仁的心目中是助力呢？

老師可提供我們單位許多專業上不同的想法與意見 57.2 %

老師與學生可以和我一起照顧病人 57.2 %

老師提供我讀書報告、個案報告或專案的指導與諮詢 57.2 %

當碰到臨床的困境時，實習指導老師可分享經驗協助解決 39.2 %

實習指導老師可幫助我與實習護生的互動 35.0 %

實習指導老師會分享他的專業經驗或新知，我可從中學習 35.6 %

實習指導老師是我談心舒壓的對象 10.8 %

實習指導老師是我護理的角色模範 13.4 %

實習指導老師提供我個案問題與照護計畫的建議 19.0 %

其他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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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單位環境與常規 46.0 %

護理技術熟練 26.3 %

自我充實照護知識 27.7 %

會負起臨床教導護生的責任 49.5 %

帶領護學參與單位活動 17.8 %

與醫護人員互動良好 33.9 %

具備教學精神 40.6 %

有溝通協調能力 32.4 %

其他 1.4 %

在詢問護理同仁實習指導老師與單

位合作指導護生時，應具備的前三項特

質，最多護理同仁認為實習指導老師

會負起臨床教導護生的責任 (49.5%)；

其次是熟悉單位環境與常規 (46.0%)、

具備教學精神 (40.6%)；大約有三分

之一的同仁認為老師需與醫療人員互

動良好 (33.9%)、具有溝通協調的能力

(32.4%)。

有別於其他學門的實習課程，護理的

實習通常讓學生直接照護病人，需有一

位實習指導老師或護理人員在旁監督指

導學生。通常一個病房同時有 6-7 位學

生實習，很多的學習活動是老師與護理

同仁共同指導，一起分擔。學生生澀的

技術，需要耐心細心地指導，許多的照

護攸關病人的生命安全，疏忽不得。我

們常看到病室的角落，學姊看著學妹抽

藥，原本只要一分鐘的工作，為了提供

學生學習機會，可能得花上 10 分鐘才

能完成，此時的學姊雖然心急，但也要

表現出耐心，鼓勵學弟妹，「沒關係慢

慢來，不要染汙了」。在自己照護的組

別學生愈多，時間的壓力可能就愈大。

此時如果實習老師能有效率地指導學生

的學習活動，學長姊的負擔即能減輕

些，因此對實習指導老師的特質，最多

護理同仁認為實習指導老師負起臨床教

導護生的責任很重要。

對實習指導老師而言，能獨當一面指

導學生實習，首要的工作就是要熟悉單

位的環境與常規，如同調查結果護理同

仁認為的老師特質。為了協助老師熟悉

單位，每換一個新單位，學校皆安排老

師需有 2 到 3 週熟悉單位的時間，除了

熟悉環境外更要認識醫療團隊，與團隊

建立好關係。學生在實習前常喜歡探聽

自己將碰到的實習指導老師，其中一個

令人安心的評語即是「老師跟單位學姊

很熟」，老師與醫療團隊良好的互動關

我覺得實習指導老師與單位合作指導護生時，應具備下列那些特質？
( N = 918，複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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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我認為實習指導
老師來單位帶實習，帶給單
位正向的效益程度？ ( N = 
918，單選 )

5係是一股安定的力量，讓學生的實習壓

力降低。他們相信與單位互動良好的老

師，學長姊們會愛屋及烏，提供他們更

多的學習機會。  

樂於教學的臨床環境

如沃土滋養新芽

在這次的調查中，多數護理同仁肯定

實習指導老師到單位帶實習帶來單位的

正向效益，有 8 成 (79.8%) 表示有效益

及非常有效益。護理教育與臨床實務密

不可分，學生的實習課程將學校教育團

隊加入臨床護理團隊，共同為培育護理

人才努力。實習環境如同土壤，護理同

仁是土壤中的養分，滋養每一個護理新

芽；實習老師是陽光與水，是每個新芽

的生命要素，同時也讓土壤更為肥沃。

婷安是今年剛踏入臨床的護理生力

軍，剛度過新人試用期，可以獨立照顧

一組病人了。回想試用期間，最感謝的

貴人之一是單位的實習指導老師。老師

豐富的臨床經驗，讓她印象深刻。那天

一位上消化道出血的病人，早上生命徵

象量起來在正常範圍，老師靈敏的嗅覺

提醒她，這個生命徵象跟之前比較，血

壓降了些，心跳快了些，又是消化道

出血的病人，需更提高警覺，要趕快通

報醫生診視，果然及早發現病人正出血

中。

對新人而言很多的技術還不熟，實

習指導老師除了帶學生，也把新進護理

人員當學生指導。婷安說，她對導尿技

術不熟，在老師循序漸進的示範與指導

下，已能掌握技巧，充滿自信地獨立完

成。因為是新人難免碰到工作的挫折，

老師敏銳的觀察力，注意到她的失落，

一句安慰鼓勵的話，有如一股暖流，溫

暖了受傷的內心。

實習指導老師臨床參與度高，成為護

理團隊的重要一員，不僅能在學生實習

指導獲得更多團隊的支援，同時也將自

己的角色功能發揮更大的效益，擴及團

隊的每一個成員，創造更高的價值。

剛聽完交班，實習指導老師將學生負

責照護的個案檢視一遍，一一與學生討

論個案照護的重點後，「走，我們給藥

去。」行動工作車推入病房，「王太太

早安，我是今天照護您的護生……」忙

碌的白班揭開序幕……

有點效益

很少效益

有效益

非常有效益

54.6 %

25.2 %

16.3 %

3.9 %



24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封面故事
醫場域 樂教學

你很棒，加油！

在兒科病房工作已邁入 10 年頭，除了擔任護理師外，現在背負著臨床教師、副

護理長的工作，除了照護病人也需要指導新進同仁與來病房實習的學生，也需協助

臨床的學習以及學生的輔導。能做好護理工作，不見得也能做好教學。我算資深的

護理人員，但扮演教學者的角色算是資淺。這時就很感謝每一位來單位指導實習學

生的老師們。對我而言，老師們是我學習模仿教學與輔導同仁的好對象。

這個學習，緣自於一封學生給老師的自白書──「老師，我是一個對自己極度沒

信心、又自卑的人，當第一天開始實習我就害怕自己會犯錯、會被學姊電、會被老

師刁難，實習默默過了一週我還是很焦慮，怕自己幫小病童測量心跳或呼吸時突然

的大哭大鬧，怕看不懂的醫囑及怕自己的個案發生突發狀況，這幾天我的動作太慢、

忘東忘西、常犯錯似乎也造成臨床學姊的麻煩，每當遇到挫折我就會不知所措，馬

上縮回自己的保護殼。覺得自己這樣的人未來很不適合走臨床。」

某天午後，看實習老師拿了一份學生作業皺眉走了過來，原以為要討論 A 生照顧

的新發病病童有關腎病症候群兒童的照護及出院返家衛教。順口問了老師有關於這

位 A 學生應對及學習技術似乎較慢，有發生什麼事嗎？老師才說出正在苦惱的事。

聽著老師述說信件內容及輔導 A 學生的過程，發現教學工作真不簡單，需要很多的

技巧。

老師跟我分享他的經驗，他對於自信心不足且害怕面對人群、同儕，想法較負向

的學生，會在每週心得給予正向支持回饋。平常會多花心思觀察學生與同學及學姊

互動及應對的狀況；多留意態度與技能是否正確，有無行為脫序演出。利用小組討

論會議 ( 讀書報告、臨床個案討論 ) 結束後，多用一些時間與同學單獨會談，主動

關心今天實習感覺如何呀？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呢？取得信任感且引導表達自己的想

法，找出優點加以優化重建自我信心，對於不熟悉或錯誤的技術立即給予矯正，回

饋當下對事件採取溫柔而堅定的態度，調整個人實習內容及進度……。

聽完之後，同為臨床教師的我有深深的感觸。

You Are Good! Go for It!

■ 文 ︳李珍妮  花蓮慈濟醫院二七西病房副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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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自己當新人時也滿害怕犯錯，也是一點一點學習、反覆練習才能獨當一面，

回想這些年帶新進同仁及實習生的過程，總急著想在最短時間，把自己的臨床經驗

及知識傳承給他們。覺得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雖然也知道因材施教的道理，但礙

於臨床忙碌，很多時候無法立即針對個案進行討論與回饋，發現不一定每個人都能

跟上自己的步伐。

身為護理人員總會苛刻自己除了不能犯錯外，好還要更好，卻忘記要停下腳步，

看看學妹們是否碰到障礙，畢竟每個經驗都需要日積月累。過去帶新進同仁及實習

生，我這個學姊給的讚美及正能量較不足，覺得很可惜。看著老師帶學生實習得過

程以及跟我分享的經驗，慢慢地我能看到每個人身上值得學習的優點，每個人都有

存在的價值。現在我會告訴學妹在每天出門前對鏡子裡的自己說聲「你很棒，加

油！」與學妹的教學活動，會利用鼓勵與循序漸進的方式，增加成就感及對自我的

肯定。

我學習到面對不同人格特質的學生或新進同仁，都要有不同應對及溝通方式，調

整自己的腳步，多給予正向鼓勵及回饋，形成一個善的循環，也讓她們能自由發揮

個人專長，在新舊觀念間碰撞出新的火花，也是護理一種創新，形成另類教學相長。

李珍妮 ( 右 ) 擔任臨床教師，也接任單位副護理長，
從實習指導老師身上學到輔導技巧與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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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週評值會後 A 同學寫了一張小卡片──「謝謝老師對我的耐心教導，單位

學姊給予很多練習機會及肯定，現在的我比較不害怕面對人及同學，我知道我有很

大進步空間，現在的我有自信往下一站實習出發。」看完後我們相視而笑，開心自

己有能力一起幫助一個剛發芽的種子長大茁壯，當個有價值的人，從實習老師身上

我的教學能量大充電，未來，無論在學校在臨床，教與學都是值得我們不斷精進學

習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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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實習也伴臨床
Train Intern Student Nurses and Assist Clinical Nurses

■ 文 ︳潘昭貴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約聘講師

多年從事臨床護理教育工作，在指導護生臨床實習與協助新進護理人員快速適應

臨床護理工作，頗具心得，也非常樂意分享。

協助預演正式報告  傳承經驗不分校門

某次內外科實習課程 ( 一 ) 第一天，實習生一早到花蓮慈濟醫院合六病房實習，

我帶領學生聽完大交班後接著認識單位環境……一晃眼十點了，介紹完單位環境與

衛材後請學生自行熟悉單位，此時有位大夜班學姊早早交完班卻在護理站走來走去，

我隨口問：「上大夜應該很累，快回去休息。」她答道：「睡不著！明天要 Grand 

round，好緊張，不知道還缺什麼？」『要不要我幫妳看看？』學姊一直婉拒，直說「老

師您帶學生很忙，不用麻煩了。」我說：「目前學生在熟悉環境，所以我有 40 分鐘

的空檔可以看看你 Grand round 的內容，一邊觀察學生……」學姊拗不過我，紅著臉

說：「老師我第一次報，寫得不好請勿見怪。」

我看著她畫的人形圖，請她試報，給了有關口頭報告較適切的速度、用詞、

儀表態度、如何陳述個案基本資料、病程、護理問題及護理措施，指出還缺出

院後安置等等問題。隔天她如期進行 Grand round 大討論會，報告前我倆對望、

我給她一個加油打氣的眼神，可惜還沒聽完她的報告護生就要去上預防針扎的

課程。

隔天大交班後，這位學姊突然抱著我，跟我分享昨天報告的情形：「副主任與督

導問的問題，幾乎與老師事先跟我討論的事件與議題差不多，所以我能針對問題回

答，因為有老師您的指導，Grand round 得八十幾分。」她還問我：「我不是慈濟科

技大學、也不是慈大的畢業生，老師為什麼要幫我？」

我說：「不管妳是哪個學校畢業的，都是『護理人』，是我們護理界的學妹，自

然要幫妳啊，日後妳有能力了，也要這樣協助後輩、用心教導實習生。」接著她跟

下一次要報告 Grand round 的護理師說：「快點寫，寫完報給老師聽，這樣會大有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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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位當學長姊的助教  引導練習教學技巧

在外科加護病房 (SI) 帶實習，一早到單位，我習慣快速把所有病人大略看過，因

為若有新的教學題材，我會視當天學生實習情況及病房的忙碌程度，思考是否可加

入學生的學習項目中。發現有位病人同時使用兩臺呼吸器，心想太棒了，這梯次護

生真幸運。加護單位的工作非常忙碌，一溜煙就到了會客時間，我利用空檔跟用兩

臺呼吸器病人的主護討論，請她下午治療告一段落後跟護生說明，為何一位病人需

要用到兩臺呼吸器，主護學姊答應了。

下午 1 點 40 分，集合了護生同學就定位，神情認真、紙筆握在手中準備做筆記 (

這是我帶護生實習期間與學生培養的學習默契 )，這樣的學習氛圍令學姊深吸一口氣

說：「怎麼這樣正式，我懂個案使用兩臺呼吸器的原因，也知道照護的重點與方法，

但我不善表達，老師您來講解。」我對學姊說：「我對病人的情形不清楚，還是需

要學姊您來解說。」

於是我採一問一答的方式，我以護生的立場向學姊請問，問題是由淺到深、由窄

到寬、有先後順序，引導學姊如何講解，但其中有 2 個關卡，不論學姊如何說明，

護生就是聽不懂，故我介入說明，學生聽懂了、向學姊道謝後，就各自回去照護自

己的病人。

我則留下來跟學姊討論剛才臨床教學的情況：您剛剛為實習生說明此患者的病程、

治療目標、照護方式都很好，但你也發現有些地方無法傳神且到位的表達讓初學者

了解，所以我剛剛把您要表達的意思，用我的方法說明並配合畫圖，護生就懂了，

您也即將成為帶新人的學姊，要思考帶新人與帶護生學習時，為何他們學不會？原

因是不認真、資質欠優，還是我們教導的方法需做修正……最後是我與主護學姊彼

潘昭貴老師 ( 右三 ) 於花蓮慈院二八西病房
帶實習，也與臨床同仁建立起好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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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感謝，因為她願意教導讓護生大有收穫；而我能做的，就是提醒一些小小的教學

技巧。

在指導護生實習時，會帶著學生與主護一同討論個案的護理問題，並且共同照護

病人，同時觀察主護在指導護生實習時是否有困難，主動適時給予協助；也會帶領

護生參與單位活動，鼓勵學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並提問，提供單位護理專業上不同的

看法與意見並分享經驗及作法。

多年臨床指導護生實習，多數學生說：「實習結束時收穫滿滿，護理專業能力大

幅提升，感謝老師認真、用心的臨床實習指導。」但這皆是身為一位護理老師帶學

生實習時應盡的本分與職責。

護生在每一梯次短短三週的實習中，護理專業能力能有大幅進步，除了實習老師

的督促、指導與實習生自己的努力外，有很大的部分與單位護理長是否重視護生實

習、學長姊的教學精神與投入有相當大的關係。另外醫療科、復健科、各科個管師、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等團隊，對學生護理專業的成長也皆有助益，絕非僅是實習老

師一人之功勞。在此感謝協助護生學習與成長的每一位貴人，在護生的臨床學習路

上給予的教導與指正，而我自己也從中獲益良多。

實習指導老師在帶
護生實習時，也會
觀察主護在指導護
生實習時是否有困
難，適時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