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封面故事

On My Way to 
the Next Ladder路上談護理進階過程與收穫

About the Process and Reward of the 
Clinical Nursing Ladder System in Taiwan

往進階的



護理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

鼓勵由N次第進階到N4，

願意進階，

或許是為自我挑戰、專業成長，

或許是向同儕看齊，

更或者是好同事或主管們的適時鼓舞。

進階過程的報告撰寫是一大挑戰，

需要有過人的毅力與耐心，

正在朝向進階或休息中的你／妳，不要迷惘，

一步一腳印，度過辛苦的進階旅程，

必能享受圓滿專業拼圖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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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往進階的路上

■ 文 ︳劉菀倩  臺中慈濟醫院第一加護病房副護理長

劉瑋書  臺中慈濟醫院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副護理長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N %

女  1,504  94.5 
男 87  5.5 
總計  1,591  100.0 

職務別  N %

護理師/士  1,270 79.8 
副護理長 59 3.7 
護理長 68 4.3 
督導及以上 24 1.5 
個管師(功能小組) 62 3.9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108 6.8 

總計  1,591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N %

內科 296 18.6 
外科 256 16.1 
小兒 66 4.1 
婦產 66 4.1 
急重症 332 20.9 
功能小組 22 1.4 
血液透析室 52 3.3 
手術室 113 7.1 
門診 182 11.4 
心蓮 32 2.0 
行政 36 2.3 
精神科 57 3.6 
其他 81 5.1 
總計  1,591 100.0 

年齡  N %

≦20歲 31  1.9 
21-25歲 590  37.1 
26-30歲 258  16.2 
31-35歲 219  13.8 
36-40歲 237  14.9 
41歲以上 256  16.1 
總計  1,591  100.0 

年資  N %

≦1年 276  17.3 
1-2年 233  14.6 
2-3年 184  11.6 
3-5年 246  15.5 
5年以上 652  41.0 
總計  1,591  100.0 

職級  N %

N 492 30.9 
N1 269 16.9 
N2 604 38.0 
N3 150 9.4 
N4 76 4.8 
總計  1,591  100.0 

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使

護理人員在有系統的計畫中增進專業技

能、促進職涯發展，職級由 N 到 N4，然

而護理師在臨床中，已有各種不同的壓

力，如要順利進階，必然也須有相當的

準備與付出。由臺中慈濟醫院護理部主

責的本期封面故事便以「護理臨床進階」

為主題，試圖了解護理師的進階現況、

動機、動力來源等，期望能找出好方法

幫助每個護理同仁往進階的目標前進。

本期有效問卷共回收 1,591 份，職級

以 N2(38.0%) 及 N(30.9%) 居多。

近五成拚今年進階

不想進階要找動力

首先了解護理同仁今年度 (2019) 預

計進階的人數有 772 人，占 48.5%，不

想進階的人數為 428 人，占 26.9%，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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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是否今年要進階的占 20.2%，N4 有

4.4%，這些已升至最高職級的少部分人，

不用再為進階煩惱。對於臨床護理人員，

「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

的寫意名句，好像很適合替換成「我不

是已經進階，就在往進階的路上……」

剛進臨床在加護病房工作滿一年的李

東錳護理師，覺得工作業務繁忙，還需

不斷學習臨床新知，下班總是疲憊不堪，

若要進階，勢必在壓縮的時間內又要查

找資料，一邊得進行撰寫報告，覺得

不用自找麻煩，原本已自許當個萬年快

樂 N，但看著同期的工作夥伴個個都完

成進階 N1，才驚覺自己不可能做不到，

只是「要不要做」而已，在今年已邁出

第一步，進行各項進階準備。

針對今年不打算進階的 428 位護理

今年有預計進階計畫？

（	N	=	1,591，單選）

不想在今年進階的理由？

(	N	=	428，複選至多 3項）1 1-1

師，進一步詢問理由，最主要是「沒有

動力」57.2%，其次為「沒有時間參加

課程」38.1%；「書寫個案報告有困難」

27.8%，應該是 N1 或 N2 背景者勾選較

多，「書寫專案有困難」14.3%，選答者

應是 N3 為主。

臨床確實可觀察到，不少人是剛到醫

院的第一年晉升 N1，且自信滿滿，輕鬆

自在，因為只需要繳交相關疾病照護的

讀書報告及臨床病人相關護理照護層面

的文書資料，將其按照規格排版，在護

理長及學長姊的輔導中，即能邁向康莊

大道，順利通過 N1 進階。但要進階 N2

時，書寫報告的難度增加，且需額外上

進階相關課程，有時體力真的吃不消，

不確定

已是 N4 不需進階 否 (428 人 ) 

是

20.2 %

26.9 %

48.5 %

4.4 %
沒有動力 57.2 %

進階申請繁雜 13.6 %

書寫個案報告有困難 27.8 %

書寫專案有困難 14.3 %

沒有時間參加課程 38.1 %

進階考試有困難 1.6 %

其他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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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考慮或準備要進階的動機是？

（	N	=	1,591，單選）2

貼」得票率 79.3%，接近 8 成；名列第

二大好處則為「自我肯定」，得票率

49.3%，接近5成，「提升專業照護能力」

44.2% 緊接在後。透過每篇不同的個案

報告書寫，如何從實證文獻中幫助病人

恢復健康，能透過進階準備的過程中有

更好更適合的照護模式。

有四年臨床經驗的蕭文豪，在取得 N1

資格後就沒有再進階的想法，他說：「進

階了也是做同樣的工作啊。」但是上同

一班別的同事告訴他，「進階除了可以

更了解照顧技巧、衛教認知，更重要的

一點可以加薪，好處那麼多為什麼不要

呢？」文豪把話聽了進去，認真思考，

進階優點不少，而且也是為了以後生涯

3.3 %

其他
9.6 %

職務需要

9.3 %

護理部要求

12.6 %

主管要求

5.7 %

向同儕看齊

31.9 %

自我專業成長27.7 %

自我實現

看著目標與自己的距離無限遙遠，加上

案例分析報告要結合收集臨床病人資

料，將資料消化分析完，按照病人問題

與照護需求，蒐集對應的文獻……種種

困難出現眼前，因此對進階打了退堂鼓。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副護理長劉瑋書當

年便是這樣的心情，但改變的契機是看

到單位夥伴們互相激勵，讓她的心情微

妙地發酵轉變，動力又再度湧現。

六成進階為達成自我要求

過來人也推一把

詢問所有護理人員，考慮或準備進階

的動機，「自我專業成長」31.9%、「自

我實現」27.7%，這兩個答案的比例最

高，加起來將近六成，顯見還是「自己」

要，才會有最強的動力。其他答案如「主

管要求」12.6%、「職務需要」9.6%、「護

理部要求」9.3%，還有「向同儕看齊」

有5.7%。當自己還在觀望、沒有行動時，

有時就需要過來人推一把。

我們都經歷過進階的感受，那是一次

又一次突破困難的成就感，且邏輯思考

能力會變強，進一階，會看見更廣更遠

的護理世界。柯慕柔就是向同儕看齊的

例子之一，N2 職級已經伴她 2、3 年了，

看著同伴陸續進階通過 N3，她對自己

說：「我沒有比別人差，我怎麼可能做

不到！」激發她開始朝著 N3 邁進。

收入增自信也增

病人照護品質也提升

進階有什麼好處呢？「獲得進階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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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參與進階的好處？

（	N	=	1,591，複選至多3項）3

規畫做準備，因此也產生了動力，在今

年朝 N2 前進。

護理進階中，撰寫報告是一大挑戰，

進階 N1 為讀書報告、進階 N2 為案例分

析，進階 N3 為通過護理學會審查的個

案報告。N1 到 N3 的進階報告，比較強

調收集資料、查考文獻、進而對病人的

身、心靈健康甚至家庭照顧，能夠完整

評估，並提供個別之護理照護，解決健

康問題；N4 進階主要期待護理人員能夠

學習以科學方法、理性的態度解決問題，

發揮團隊精神，以具備品質改進的能力，

須通過護理學會審查「專案報告」，專

案主題發想的來源常常是護理單位為了

要提供給病人更好的照護品質，找出創

新及解決問題的策略。對楊婉溱護理長

來說，在她所處的病房多為需要進行化

療藥物治療的病人，她發現單位新進護

理人員多，對處置不熟悉，提出了「提

升癌症病房護理人員執行化學藥物給藥

正確性」的改善專案，在活動期間，提

出了重修作業標準、設計滴注觀察表、

加強教育訓練及訓練內容等多項做法，

順利提升了照護品質，而後續將成果書

寫成送審護理會的專案，也順利通過 N4

進階。

克服八大困境

修改報告有耐心最重要

進階過程克服了哪些困境？列出的八

項困境，都有超過 20% 以上的比例，表

示大家真的是克服了很多困境才達成了

進階，其中最高的為「耐心面對多次進

階報告修改」47.6%，其他超過三成選答

的有「需撥空書寫進階報告」35.7%、

「進階報告技巧書寫須提升」33.8%、

「進階動機強烈」31.9%。

在婦產科病房任職，投稿三次個案報

告才成功的陳美鳳護理師，第三次投稿

時，原本想說依第二次投稿評審委員的

建議，小修一下就好，想不到，再請有

經驗的主管指導時，修改建議仍是紅通

通一片，但她憑著自己一定要通過的毅

力，一次又一次按照與主管所討論的方

向修改，文章內容從邏輯性不佳，到能

提供完整的照護經驗撰述，終於通過了

護理學會的審查，順利進階 N3 報告。

修改報告，經多次毫不留情的修正，

獲得進階津貼 79.3 %

職務升遷 18.2 %

提升專業照護能力 44.2 %

問題分析與處理能力進步 20.2 %

自我肯定 49.3 %

寫作技巧提升 11.3 %

其他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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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面對進階挑戰 26.6 %

其他 1.6 %

直到做出自己專屬的文章，這種雕塑自

己作品的心情，真是飽含心酸與快樂，

尤其當投稿送審通過時，那種自己的心

血結晶被認同的當下，內心澎湃洶湧，

無法形容，所有流過的淚水與汗水，在

那一瞬間就感到值得了，這就是寫報告

讓人上癮的原因，後續因辛苦沒有白費，

使人有更強烈的進階動機，一步一步不

間斷往上登至下一階段。

主管同儕鼓勵支持		

進階實現專業自我

撰寫進階報告的動力，46.4% 來自

「主管的鼓勵與支持」，緊接著是「同

儕鼓勵與支持」45.0%，而有主管願意

指導進階報告書寫，因而有動力的，占

37.7%，「清楚的進階課程與安排」占

32.8%……顯見主管與同儕除了心理上

的支持，能幫忙看報告或給予修改意見，

等於是給進階燒腦到不知還要怎麼修改

的同仁最實質的幫助了。而課程安排或

進階規章等等，則是醫院護理部可以為

想進階的同仁多做一點的地方。

對多數護理人員來說，進階需要有過

人的毅力與耐心，有如歷經一番毛毛蟲

破繭而出才能蛻變成蝴蝶展翅飛翔。社

區護理組的范姜玉珍護理長，目前是臺

中慈院護理部內協助輔導護理學會個案

報告的授課講師，她在上課的時候都會

告訴學員：「當初我投稿二次個案報告

您或周遭同仁，能順利進階，是因為克服了哪些困境？

（	N	=	1,591，複選至多 3項）4
了解進階規章要求 22.3 %

達成各職級所需之應上課時數 28.3 %

進階動機強烈 31.9 %

找到進階報告適合主題或個案 29.0 %

進階報告書寫技巧提升 33.8 %

撥空書寫進階報告 35.7 %

耐心面對多次進階報告修改 47.6 %



23Volume 18  .  Number 2

學校老師指導進階報告書寫 9.9 %

學校所學寫作技巧 7.9 %

外聘老師協助進階報告書寫 7.8 %

自行參閱期刊雜誌報告書寫 7.7 %

其他 5.2 %

送審沒有通過，第三次想賴皮不寫，結

果在護理長的鼓勵及逼迫下，只花了兩

週時間，就完成了報告及送審，而竟然

就通過了！」依她的經驗，告訴學員，

書寫個案報告送審，若沒通過不要灰心，

那都是進步的養分；只要有心，一鼓作

氣，個案報告也可能在短時間內起死回

生。

一個人進行報告書寫會很孤單，若有

人在旁邊與之同行，將會在途中枯燥乏

味、壓力大到喘不過氣時，給予鼓勵與

正向的支持，或是寫到腦筋打結無法思

考時，適時提供建議。回頭來看，一起

努力的朋友，往後回想起來都是苦與甜

攪拌在一起，形成一幅美好回憶的畫面。

當然，在協助及鼓勵進階的過程，醫院

可再添加增進動機的激勵方案，安排較

方便的上課內容及時程，更透明的進階

規章及提醒，讓護理同仁感受進階有大

家和院方的陪伴，願意拚一下。

如果你熱愛運動，可以把護理專業進

階的五個等級，想像成網球賽的大滿貫，

或是各類球賽的冠軍盃；或是爬山登上

了玉山頂峰，然後挑戰聖母峰；還在 N

職級，就一步步、一階階拼起來，已經

起步的人，朝目標就更近了。找到自己

進階的動力，鎖定目標，然後就會找到

方法，很重要的，有主管鼓勵、同儕一

起相互陪伴，是正向的勉勵與支持，進

階之路才不會孤單。雖然不進階不代表

專業能力不強，但透過每個階段的進階，

不只福利制度改變，更重要的是延伸到

有研究、教育的學習成長機會，視界開

闊，實現了自我肯定。正在朝向進階或

是還在休息中的你／妳，不要怕、不要

迷惘，我們一起面對、一起尋求答案，

互相鼓勵度過辛苦的進階旅程，享受圓

滿專業闖關的喜悅。

您認為有參與撰寫進階報告的意願，動力來自於？

（	N	=	1,591，複選至多 3項）5
主管鼓勵支持 46.4 %

主管指導進階報告書寫 37.7 %

同儕鼓勵支持 45.0 %

同儕指導進階報告書寫 20.1 %

清楚的進階課程安排 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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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新人成果
繼續茁壯

Show the Freshman Stage Achievement

■ 文 ︳呂亭儒　臺中慈濟醫院開刀房護理師

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自己會進入開刀房工作。剛開始是由刷手學起，所以最應該

要知道的就是器械名稱與手術步驟還有醫生的習慣，不同的科別有不同的手術，加

上醫生也有很多位，要記的東西很多、要學習的科別也很多，於是學姊就建議我自

己要學會做筆記，這樣當遇到以前上過的刀忘記了還可以再回頭去看筆記，才能夠

回想起當下的手術過程以及需要的備物。

剛開始筆記寫得不是很好，但經過多次練習，寫完筆記就請學姊幫我看過再修

改，後面愈來愈可以寫出屬於自己的筆記方式，也讓自己能夠看得懂。回家後，看

著筆記，我會參考網路上的手術步驟，回想當下手術情形，筆記的內容包含了診斷、

術式、醫生的習慣、常用器械、姿勢擺位、需要的儀器、手術步驟、傷口的包紮，

然後我會去查以前的解剖課本，將這次

手術的部位畫出來，讓自己更清楚這臺

手術的部位病灶，也能知道醫生在做什

麼。

剛開始學習的第一間房間，主要是有

外科、骨科、整形外科三個科別輪替，

一次三個科別，對一個新人來說有點小

挑戰，臨床教師學姊帶著我上刀的時候

詳細的講解手術相關的過程，以及耐心

的指導我傳遞器械，術中注意事項等

等，讓我在兩個月後在外科獨立跟刀，

[進階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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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外科主治醫生也很好，時常鼓勵我，希望我可以在開刀房留任。在第二個房

間學習的時候，也換了一個 leader 學姊，在這裡有遇到外科的大刀，例如切胃手術、

切肝手術。因為已經慢慢熟悉開刀房的常規，所以也開始獨立學習。剛開始獨立的

時候也會很緊張，畢竟大刀是自己沒有接觸過的，但是後面多上幾次之後，也慢慢

抓到上刀的感覺，再加上回家做筆記，記得更清楚了。這次多學了「流動」這個角

色，要學習的東西也很多，例如：帶病人、與病人核對身分、備物和供應室叫器械、

與團隊的所有人溝通、與非刀房的人溝通、機器的設定、寫紀錄、將資料鍵入電腦、

計價等等……那時候每天都緊張焦慮到睡不好，因為要面對醫生，還要跟醫生說話，

也要了解手術所需的耗材，加上又有自費的項目怕會搞混，也幸好有耐心的 leader

學姊，時常關心我，當我有問題的時候也非常仔細地教導我，下班的時候還會詢問

我有沒有什麼問題，讓我覺得真的很感動。因為流動的學習比較辛苦，大約經過一

個月後我才比較上手。

順利通過正用，跟著進度學習其他科別的術式，每天都過得很充實。

在滿一年之後，要開始準備晉升 N1 的資料，其中最困難的是要準備一份讀書報

告，單位小組長學姊帶著我一起搜尋資料庫，找到適合的文獻，作文獻的評讀及統

整，從這當中學到很多書寫文章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在面對一個較陌生的疾病或

術式時，能搜尋到正確精準的文獻來協助自己提供病人更好的照護。晉升 N1，還要

收集過去一年佐證自己的臨床能力、品管能力及教學能力的表單，也再次審視自己

一年來的學習，看著這些成果的展現，很有成就感，未來也將在開刀房繼續努力，

讓自己更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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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輩及病人多請教
Consult Seniors and Patients for Improvements

■ 文 ︳張佩樺  臺中慈濟醫院 10B 病房護理師

從五專到二技再到臨床，時間像是個默默的推手，一天一天向前推進，不知不覺

到現在。記得剛畢業時有說過：「我可以不要做護理工作嗎？我覺得我不行！」、

「我可以先在家裡待業嗎？」母親大人怕我真賴在家裡，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回我說：

「我辛辛苦苦供妳到大學畢業，我不想管妳要不要工作，還是要做其他怎樣的工作，

都給我出去養活妳自己，別在家煩我。」我只好摸摸鼻子，乖乖離家開始了我的護

理職涯。當時膽如綠豆般大小的我，很慶幸有著一群小夥伴們，一起到新單位、一

起哭、一起笑、一起加油打氣、一起努力撐著走過來，還有像媽媽一樣嘮叨，但永

遠站在我們前面保護我們的護理長，真是感激又感謝，有她們的陪伴，一同成長。

在工作滿一年後進階 N1，在完成進階 N1 後，單位護理長就找我討論，安排明年

試著進階 N2。我總是抱著「既然別人行，那我就應該行」的心態，開始了我的 N2

案例分析報告寫作。

其實在寫案例分析的這段時間，剛開始選定好個案後，一直抓不到重點，確立「健

康問題」的部分，讓我傷神很久，在

「文獻查證」的文字敘述也很不順暢，

所以就找護理長討論，然後聽從建議，

在查文獻的時候，順便多看看別人寫的

文章，看他人的寫作風格及內容，進而

讓自己的思路清晰，先從模仿再到調整

改變，著墨自己要表達的重點。

我的心得是，最重要的是，該多請教

一些學姊們，因為每個學姊看的問題、

方向都會不同，往往都有驚喜的收穫。

像有一次，有個學姊說：「妳的案例分

[進階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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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健康問題是不是有點多？」我不解地回問：「不是有問題的部分都要呈現嗎？」

學姊又問：「那你這個案例分析的個案，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一語驚喜夢中人！

一句話點醒沉溺於寫報告的我，總是寫著寫著主題就跑偏了，校正好幾次才拉回來。

另一次拜託一個學姊幫忙看，結果發現了超過二十個錯別字，還有一些護理問題的

措辭不對等等。所以，寫一份報告，真是不容易，真的要多請教別人，才能發現問

題所在，適時的調整內容並更正，經由一番的努力及請教，慢慢地順利完成了案例

分析報告。

另外，要升 N2，需完成專科在職性教育課程 10 堂、核心課程 8 堂及取得 ACLS

證照，當時在護理長每天的督促及學姊帶領下，下班就得上課，不斷增進自我新知

及臨床照護，於監督下終於完成了所有的課程。而其中，我覺得最難的就是 ACLS

證照了，考驗臨場的反應及心律判斷與處置，對我來說真是一大挑戰，現在想想當

時真的很認真準備考試、上課，努力下才能順利晉升 N2，挑戰達成我護理生涯中一

個新的里程碑，這樣是對自己努力的肯定，讓自己對於之後臨床工作更有信心。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收穫，是從個案故事得到的，對於生命的體會。病人因肺栓塞

到院前已停止呼吸心跳，經醫療人員及葉克膜輔助，從死神手中搶回了生命，看到

他經過一大生死關頭後，能每天一早面對我時對我微笑說聲早安，讓我對於「生命」

這兩個字有了不同的詮釋意義，原來活著是一件美好的事，在面對疾病受苦的病人

時，更懂得珍惜生命的得來不易，懂得珍惜生命的每一個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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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 N3]

體驗管理與教學
Experience as a Manager and a Tutor

■ 文 ︳李詩媛　臺中慈濟醫院 8B 病房護理師

在護理工作領域上就是要一直不斷的進步，但常規做久了，也會覺得疲乏厭倦，

正當在思考未來方向要往哪裡時，單位婉溱護理長找我會談，詢問對未來有什麼想

法，當下真的不知道自己該往哪方向去，就在護理長建議下，繼續書寫個案報告往N3

繼續進階。

我挑選了一位左側乳癌合併蕈狀傷口的病人為主題書寫 N3 個案報告，挑選原因

是個案從原本很大、有分泌物及異味的傷口，在護理人員及家屬的共同照護後，傷

口變小，分泌物及異味有明顯改善，使我覺得很有成就感。原來那麼難照顧的蕈狀

傷口，可以在我們運用特殊敷料及細心照護之下，使傷口有很大的改善，並可藉此

經驗讓我在往後護理照護過程中，如果遇到類似個案可以更上手、更知道如何協助

家屬照護此類個案、提供他們適切的護理措施，使他們得到好的照護。

此外，個案的家庭支持系統良好，親屬彼此關係密切，讓她可以好好的做治療，

像是先生白天需工作但晚上仍會來照顧她，女兒雖然已出嫁，也會撥空來照護她，

甚至連婆婆會在其他家屬不克前來時來

補位照護，也會鼓勵個案一定要加油、

努力的繼續治療。這樣強烈的支持系

統，是讓個案勇敢接受治療的動力；個

案也因此表示，家人都那麼關心、照顧

她，她絕對會勇敢的去面對生病這件

事，並且跟病魔對抗，不枉費大家那麼

辛苦努力的照顧她。

照護此個案讓我學習到更多不一樣

的傷口換藥方式，認識到更多的敷料種

類，後續可適時提供給病人最適切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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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更向病人學習到她勇敢正向面對病魔的精神，我遇到挫折時，也會想到她，像

她一樣勇敢的去面對挑戰，而不是沒有努力就放棄。

從挑選個案、找文獻、書寫報告、到通過護理學會個案報告審查資格，這一切要

感謝護理長的細心指導及鼓勵，一開始書寫時先和我討論想書寫的方向以及個案本

身疾病史及現在病史、就醫經過、治療情形以及出現之護理問題照護重點等。我發

現，書寫個案報告也是一段反思的過程，是一種專業上的溝通、對話與分享，更是

一種學習，學習有系統組織、邏輯及全面性的思考，藉此可以讓我對病人的問題及

需求更有深入了解，進而能運用在其他類似臨床個案中，提升臨床照護品質。也學

習到書寫技巧，像是要深入病人問題，要有個別獨特性，以及該注意主題是否具吸

引力、文筆是否通暢、是否具有邏輯性等，往後學妹或同事們要書寫個案報告時，

也能適時提供他們想法與意見。

在進階的那段期間，單位也因為人事升遷調動，由我擔任單位代理小組長一職，

起初很排斥反對，害怕自己無法承擔，但在護理長的鼓勵及分享自身經驗、加上自

我思考後，便答應。隨著時光的流逝，我也漸肩負起傳承的重任，將所學教予新進

同仁，希望自己可以協助護理長分擔一些行政業務，並希望能凝聚單位氣氛，維持

氣氛和諧快樂，在這段學習的階段，體驗到要管理一個單位是多麼不簡單，但也從

不同方面學習到帶領人是件多麼艱難的事情，唯有溝通再溝通才是處理事情的好方

法，所以也期許自己在與人溝通方面的技巧可以再更加精進。



30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封面故事 往進階的路上

深耕專業 福慧相伴
Cumulate Profession and Gain Wisdom and Bliss

■ 文 ︳陳珈伶  臺中慈濟醫院社區護理組護理師

聽同事描述護理專案送審至少需要二至三次才有機會通過，這次是我第一次投稿

護理專案，當我拿到護理專案通過證書的那一刻，感到非常不可思議，沒有正式上

過護理專業寫作的課程介紹，對專案格式不太熟悉。對專案書寫方式的初步認識來

自於主管及單位同仁每個月單位護理專案導讀的分享及建議。

擔任臺中慈院腦中風個案管理師 5 年了，非常感謝本院進行精實管理的「腦中風

海馬圈團隊」，當時在急診護理長的邀約下參加急診 TQM 團隊，希望可以透過全面

品質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建立良好的工作合作模式，希望提升急

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入院 60 分鐘內接受血栓溶解劑治療的比率。急性腦中風在執行

rt-PA 溶栓治療前的評估及準備，需要各團隊的合作，透過急診檢傷及醫師初步評估

中風 2 小時內到院的病人，進行相關檢驗及檢查，照會神經科醫師評估及 rt-PA 溶

栓治療說明，在短短60分鐘內，每一個細節環環相扣，對於專案資料的蒐集及審視，

非常感謝急診團隊及神經內科團隊大家的幫忙。

此專案需要多科室共同協助，業務的推動真的不

容易。因臨床人員需要輪三班，所以我後端在了

解當日溶栓藥物施打時間大於 60 分鐘的細節，

給藥延遲的原因，需要花費多一點的時間在與單

位間的溝通協調。

在 TQM 改善計畫進行中，急診室護理長鼓勵

我將此項改善計畫運用在護理專案的改善當中。

擔任腦中風個管師的角色，對中風照護指標管理

的監測，讓我學習到每一個問題的到來，需要用

心去了解原因，如：人員時常異動，作業方式不

統一、不常做的技術容易忘記、急迫性及一般性

[進階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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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務沒有區分等等。

進行專案的過程讓我結交很多不同單位的好朋友，大家一起共同討論如何讓事情

做到圓滿，進行一些改善措施，如：建置腦中風相關作業標準、新增衛教單張及溶

栓治療說明圖卡、拍攝衛教影片，每季護理人員溶栓藥物給藥技術稽核。有趣的是

在於每當討論新施打 rt-PA 個案，大家第一個問候語就是「這個幾分鐘？」，對時

間斤斤計較是否在 60 分鐘內，已成為急診 rt-PA 團隊的標語。

在護理部主管鼓勵下，參加護理專案海報發表會，在專案海報設計上還是新手，

非常感謝單位主管的指點。觀摩各方護理前輩的專案海報設計，發現還是有需要學

習的地方，例如圖片與文字排版比例可以 6:4，還有，一整篇專案內文要縮短成簡要

易懂的一張海報，真的是一大考驗。

通過護理 N3 進階已 3 年，今年 (2019) 最開心的是個案報告終於投稿刊登成功，

也通過護理專案審查，經過 3 年的努力，終於可以參加 N4 進階。

N4護理專業能力進階審查很嚴謹，需要多方面的準備，條件是工作年資需滿4年，

護理 N3 進階通過證書，參加 N4 核心課程及 N4 專業課程，擔任單位教學組小組長

行政業務，負責單位教學課程的安排及規畫，指導單位新進同仁。為了取得研習積

分，除了跨團隊個案討論會外，也參加院外 SDM 醫病共享決策研習會，透過各專業

間的回饋及分享，讓護理的視野更加宏觀。進階 N4 最後需要檢查一下 ACLS 證書是

否在有效期限內，完成了一連串的門檻後，才能於當時一年一次的進階審查中送件。

非常感謝護理職場良好的進階制度，讓我有機會深耕護理專業，希望未來可以在護

理研究領域發展，只要步步踏實做，行在精進中，福氣與智慧定會一路相伴在我的

護理專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