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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底八仙樂園發生塵爆意外，造成數百名年輕人受傷，令人不捨。眾多醫護

人員不分日夜投入照護，隨傷患的痛而痛，隨家屬的苦而苦，忍受身心疲勞與壓

力，堅持發揮搶救生命的良能，讓我們感動與佩服。

面對大量燒燙傷病患，每人每次換藥需四位以上的醫護人員處理，令各大醫院

人力吃緊；欣慰的是不少同業願意支援，讓愛的能量集中付出。慈濟醫療志業也

互為後盾，臺北慈濟醫院收治十多位傷患，花蓮二位資深護理師率先前往支援並

傳承經驗，臺中、大林的同仁也接力北上。誠如大林許宏達醫師所說，雖然他只

是利用假日幫忙，但至少能讓北部同仁喘口氣。高鐵公司得知後，也啟動專案提

供救援醫護人員免費票券，真是一大鼓勵。

這段時間來，在慈濟醫院所聽聞都是感恩的故事，醫護人員整天忙進忙出，寧

可餓肚子，也不願意浪費分秒更衣用餐。在開刀房進行清創、植皮時，唯恐失去

皮膚保護的傷患失溫，空調比平常調高十幾度，長時間站立工作，個個汗流浹背。

護理人員不僅頻頻幫醫師擦汗，還將塑膠手套裝水結凍綁在醫師背上降溫，儘管

效果有限，總是一分真情。

即使環境悶熱、身體疲累，醫護人員仍專心治療，猶如老僧入定般，一心只想：

如何多付出一分，好讓傷患未來的苦痛消減三分，因此對外在的不適就渾然不覺

了。我們真正要致上敬意，感恩他們時時刻刻守護傷患身旁，成就醫療大愛，讓

世間增添溫馨祥和。

燒燙傷的治療與復健並不容易，醫護之愛不會間斷，社會大眾應該多給他們一

點掌聲。也期待承受苦痛的傷患，隨著時間過去，一天一天改善，能回歸平安生

活，這是我們最衷心的祈禱。

      釋證嚴

接力愛．醫護情
Medical Personnel Relay to Cure 
the Injured in Late June Explosion

上人開示
Dharma Master's Bles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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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前，六月二十七日發生的粉塵爆炸意外，讓數百名年輕人受傷，許多人

傷勢嚴重，甚至已經有人不幸往生，讓白髮人送黑髮人，真是一個令人傷心的

暑假。而我們學校也有兩位學生受傷，前後進入臺北慈濟醫院加護病房接受治

療。一位燒傷面積53%的同學，經兩次清創、三次植皮，近日已轉入普通病房，

令人安心不少。而另一位燒傷面積 68% 的同學，已經過多次清創手術與植皮，

也在八月一日從加護病房轉出，祝福同學們朝康復之路邁進。

而此次塵爆意外，激起了很多護理師的自我專業認同，肯定所長能救人的崇

高價值，讓以培育護理專才為主力之一的本校引以為榮。但也替所有護理師憂

心，因為將要面臨人力明顯不足、工作負荷卻加重的臨床環境。在時序更迭間，

也才剛送走一批學生畢業，有的繼續升學，有的則很快進入臨床工作，成為護

理生力軍。

在本校的畢業生中，總不乏家境貧苦但奮發向上的孩子，甚至因為走上護理

路而改寫人生悲苦為歡欣。例如今年的畢業生中有位亞琴，她的母親四年前過

世，她自此要身兼母職照顧兩個妹妹，小妹患有腦性麻痺住在教養機構，父親

必須到外地工作才能賺錢養家，所以亞琴前來就讀護理系，且努力向學領取獎

學金，希望分擔家計，也在志工懿德媽媽的陪伴下，順利完成學業。

社論 Editorial

◆ 文︳  羅文瑞  慈濟技術學院校長

Nursing Talents Cultivation   

培育

護理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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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15 年 6 月的最新統計，護理人員領照人數 254,486 人，執業登記人

數 147,992 人，執業率為 58.2%，新進護理人力一直無法滿足市場需求。而新

進臨床護理人員一年離職率高達 58%，突顯護理學校教育與臨床職場需求之落

差。因此積極提升護理人員的職場競爭力，強化護理教育與職業能力的連結，

才能吸引護理人員投入、留任在護理職場。護理系的教學也因應社會的改變而

不斷創新突破。醫院為提供學生臨床實習最佳的教學模式之一，學校與醫院的

合作關係除了職業與工作經驗的建教合作，也發展到產學合作。

本校護理系積極與花蓮慈院建立新的建教合作模式，2016 學年度招收的日間

部二技獎助生專班，將採用三明治教學：護生將上課兩天、上班 ( 實習 ) 三天、

休假兩天，除了學習進階理論、還可以實務學習，並且領有獎助金。此外，也

配合教育部的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主要是期望能實現無論高職、專科、

科技校院畢業生都具有立即就業的能力，充分提供產業發展所需的優質技術人

力。

經濟全球化與科技的發展改變了世界競爭的格局與版圖，創新與研發對醫界

越來越重要，故本校越來越注重加強外部臨床資源的獲取，運用研發的技術以

推動新的臨床照護方法。

我們也鼓勵教師們帶領學生到海外服務學習，也歡迎其他國家學生前來交流。

例如，在六月份我與各系主任前往訪查日本東京都元氣集團之附屬長期照護機

構，了解日本的醫療制度，並進一步為護理系學子開拓學習機會，討論未來簽

署建教合作協議書的可能性。也與姊妹校日本愛知學院大學校長佐藤悅成懇談，

討論未來兩校簽署交換生協議的可能性。護理系師生前往泰國清邁的國際人文

海外學習，運用所學安排衛教如反菸衛教、交通安全、酒駕體驗、心肺復甦術、

均衡飲食、創傷處理、性別教育等，服務了近千名泰國的社區民眾，學生們收

穫滿滿。

護理永遠是照護「人」的專業，教師們透過臨床實務學習及實習指導使護理

學生能掌握職場的脈動，使課室教學與臨床接軌，引導學生展現全人照護的思

維。 證嚴上人開示：「要把夢鋪在路上，要把心指向了雲端，真正的志氣要大，

心胸要寬，愛指向十方。」這也是我們這些師長們對學生的叮嚀與祝福。今年

有 639 位畢業生，祝福大家身懷專業，展翅高飛，這是實踐夢想的第一步。也

期許同學們發心立願，發揮自己的良能，盡情灑播愛與善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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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白袍 白衣
White Coat vs. White Uniform

「嗨，阿公今天又幫我們查房囉！」

親切的和「開心」術後的阿公打招呼，

推著小置物車在長長的病房內中央走道

來回走一兩趟，或到面臨中央路的陽臺

透透氣，工作車上放著小螢幕顯示著規

則的心跳及漂亮的動脈波型，身上還帶

著尿管、縱膈腔引流管、腿部 JP 引流管，

旁邊有家人及護理同仁陪伴，這是在我

們狹長的病室空間會有的景象；病人的

復健在病人、家屬及醫療人員三方的共

同合作下，日復一日的進行，如果我遇

到了也會多提醒上幾句，「來，記得走

慢一點、腿要抬高、腰要挺直直、肩膀

要放鬆、不要駝背喔」……

加護病房是提供病人嚴密監測生理變

化的場所，不是隔離病人及家屬的地方，

這是我從事重症照護領域多年一直維持

的觀念。家屬，永遠不能排除於醫療計畫

之外。通常照顧病人的人比病人還辛苦，

醫院、家兩頭跑，病人萬一不穩定轉入

加護病房，常常是家屬短暫喘息的時刻，

因為有我們更集中的護理人力提供親切

細心的照顧，但是，無論如何家屬在病

房門外焦慮的心，仍然無法在只有一天

二次，每次半小時的探病時間得到舒緩，

總是希望能再為病人多做些什麼。

「家屬共照」就成為一個不是新的概

念，卻希望更加符合五全 ( 全人、全程、

全家、全隊、全社區 ) 照顧，甚至落實在

醫囑的提醒，也更希望將來是由最貼近

病人的護理人員提出的護理照護計畫之

一。出院準備計畫從入院即開始，這也

是每位護理人員被灌輸的觀念。所以家

屬共照即是出院準備服務的一環，在這

隨時有變化的危急過程，要讓家屬了解

病情變化，學習轉出後的照護重點及技

巧，更必須在短時間接受家人可能從此

天人永隔的壓力。

何冠進  花蓮慈濟醫院外科加護病房主任

Warm and Powerful SICU Team   

溫暖而強大的
加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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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看到護理同仁細心的教導女兒如

何為媽媽執行管灌護理；教導兒子如何

幫爸爸拍背排痰；帶著外籍看護一起幫

病人擦拭換洗，即使語言不通也用最

親切的肢體語言及微笑完成工作；讓

小孩及老人這兩極年齡層的病友，在陌

生的環境得到更多親情的陪伴；安排家

屬多一些時間及機會陪伴床邊的復健活

動；有時也把自己當作家人一般阿公、

阿嬤親切的叫著；或像一個嚴厲的哥哥

或姊姊叮嚀著病人要好好配合醫療學會

照顧自己；也在家屬簽下緩和醫療同意

書後，給予更多的陪伴及悲傷輔導，這

一切都是同理心，視病猶親的體認與實

踐。

溫暖的心才能孕育強大的力量，這

力量是無形的，卻能很實際地感染著

周遭的人。我也常常對學生說一個概

念：醫療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所幸我所感受外科加護病房的護理同

仁們，個個都是經得起磨練，再累也

能相挺相扶持，相互叮嚀提升護理照

護品質。

今年單位得到護理照護之國家品質標

章認證，也是對護理同仁過去的努力以

及未來的自我期許給予相當大的讚許，

大家同心協力、集思廣益、腦力激盪整

理成果，把歡笑融入評鑑的準備過程，

也把創意帶進評鑑當天的表現，的確讓

評審及自己都得到滿多的啟發。外科加

護病房每天面臨病人快速的周轉，時而

幾床同時下刀，大家也能習慣病室負擔

大幅度的起伏，隨時待命，全力以赴，

不論單位內的責任，或是到其他單位甚

至院外的支援。

這就是我們的外科加護病房！這就是

我們的外科加護病房護理同仁！

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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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Innovative Nursing

老人因身體功能逐漸退化或因疾病如中風等，經常合併吞嚥障礙，或是

意識不清而無法由口進食，容易造成營養不良，需藉由留置管路來維持其

營養所需，其中以鼻胃管為最普遍且便利之腸道內營養支持方式。然而有

留置鼻胃管之老人常因外力或自行拔除而導致鼻胃管滑脫，臺灣學者指出

「管路滑脫」是僅次於「跌倒」最常見的醫療意外事件，其中非計畫性

管路滑脫事件佔 10%，而在所有管路滑脫事件中又以鼻胃管占第二位（王

等，2007）。目前多數醫護人員或家屬在為長期照護機構或居家有鼻胃

管留置之老人執行鼻胃管護理後，大多都將鼻胃管垂放，在翻身或執行

照護措施時，因管路的拉扯而容易造成滑脫，或易被混亂或意識不清的

老人自拔；有些則固定在耳後，容易造成耳部壓瘡，並無合適的固定方式，

當鼻胃管非預期滑脫時，會影響老人食物及水分的攝取，造成營養失衡，

Nasogastric Tube Storage Container

鼻胃管收納固定器

 ■ 創作人︳  林孟薇、林韻涵、陳育綪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

  林佳瑩  臺灣實證健康照護中心研究助理　

  宋惠娟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暨臺灣實證健康照護中心副教授

創新改良產品

分解圖示

創新改良產品圖 鼻胃管收納固定器

餵食圖

鼻胃管收納固定器

夾於衣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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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鼻胃管重覆置放次數的增加而提高吸入性肺炎的機率及老人的不適

或食道的受傷，可見此議題不容忽視，故研發合適的鼻胃管收納固定器，

可降低管路滑脫以減少鼻胃管留置的老人不必要的傷害，並降低醫護照

護者或家屬的照顧負荷、減少醫療資源之浪費，進而提升照護品質。

本團隊設計鼻胃管收納固定器，可依需求調整鼻胃管捲入收納固定器，

平時固定於衣領，灌食時不需卸除裝置，即可執行鼻胃管灌食。藉由鼻

胃管收納固定的設計，減輕因鼻胃管垂放及照護時牽扯而發生鼻胃管

滑脫。本創新研發「鼻胃管之收納固定構造」已獲專利審查通過 ( 新型

第 M493390 號 )。

此裝置能降低老人鼻胃管滑脫率，具高重覆利用性，操作簡易，灌食時

不須將鼻胃管從收納固定器中卸除，重量輕不會造成鼻胃管留置老人身

上的負擔，且臨床可行性高。可推行於醫療院所、長期照護機構或居家

留置鼻胃管之病人及老人，可提升照護品質及降低護理人員及家屬照顧

負荷。

參考資料：

王拔群、石崇良、林仲志、楊漢�、翁惠瑛、李偉強（2007）．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中管路

滑脫事件之分析．醫療品質專欄，11(2)，194-201。[Wang, B. Q., Shih, Z. L., Lin, Z. Z., 
Yang, H. Q., Weng, H. Y., Li, W. C. (2011). Analysis slippage event in Taiwan in patient 
safety reporting system piping. Quality of Care Column, 11(2), 194-201.]

1. 選取合適固定器大小

2. 打開固定器的盒子

3. 將鼻胃管捲入固定器內

4. 將外殼蓋子蓋上

5. 完成收納

6. 可利用夾子或別針別

在衣領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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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幾年來各先進國家鬧護士荒，自

2005 年自由時報報導美國出現護士荒，

來臺招募護理人員，至今年 (2015 年 ) 日

本也來臺招募以高薪資吸引優秀護理人

才前往工作。日本鬧護士荒，過去分別

引進東南亞籍與大陸籍護理師，近年也

將觸角伸向臺灣，年薪上看 520 萬日元

（約新臺幣 137 萬元）。國外高薪聘用

國內優秀護理人員，僅就此新聞議題可

就從學校培育、畢業生的就業暨臨床工

作環境三個面向來討論。

若就教育人才的培育面，迎接多元化

生活的能力、全球化社會的能力、和就

業能力的提升是多所學校培育學生的目

標，學生在學期間除了專業技能暨知識

的學習外，亦須培養國際性的就業的競

爭能力。多所學校於培育護理人才方面，

提供多元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或是聯學

位，以提升畢業生於職場就業的競爭力。

近年來美、日和新加坡等國來臺招募護

理人才，提供本國護理畢業生國際的就

業機會，是對本國護理人員專業能力的

培育予以正向的肯定。護理人員是否能

夠於抓住此國際的就業機會，於職場上

發光發熱，提升自己未來的競爭力，於

在校期間除專業的能力的培養，準備欲

前往工作國家的護理師證照考試，多國

語言能力的培養暨多元文化生活能力的

培養，亦需要多加努力。

以慈濟技術學院為例，學校開設日語

選修課，並於暑期期間開設日本愛知學

泉大學長期照護機構實習，學生於此課

程活動中學習到如何規劃活動以及將護

理專業設計於活動中，服務當地的居民。

亦提供澳洲、泰國及蘇州等國家的暑期

海外服務學習課程，以提供學生不同語

言文化及護理職場的體驗，若畢業後有

志於海外工作之學生，此經驗可以提升

畢業生對自己專業的自信心，深入了解

海外的醫療及文化，以減少就業時的現

實休克。於學期中，美國泰勒德克薩斯

大學及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護理系的交

換學生，也與該校學生深入交流。她們

參與了校內學生的專業暨人文課程，服

 ■ 文︳  張麗蓉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講師

Are You Ready to React to Overseas Recruitment?

護理國際招募

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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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學習課程，亦參與課室及臨床的討論

活動，提供了臺灣學生專業上及文化上

不同的國際思維。這些海外實習及國際

交流的活動提供學生國際化的專業學習

經驗，亦提升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

護理人員於海外就業能提升語文能力，

能深入認識多元文化，增加國外生活經

驗及職涯經驗的履歷，再者國外提出的

薪資福利也較國內的優渥。於異國工作

不僅是專業能力的展現，文化差異性的

調適及不同語言溝通亦是一大挑戰。除

語言的準備，亦需要了解當地的護理工

作執照如何取得，工作的內容及性質，

執業時當地相關的法律問題，工作時間，

升遷機會及進修管道。

慈濟技術學院薛婷元老師曾經於新加

坡工作，她指出薪資高只是一項數字遊

戲，欲前往就業的護理人員必須考量到

當地的生活水平、物價及便利性；薪資

高的國家，相對性生活費的支出亦較高，

加上所繳納的稅也會比當地人較高。若

只是想在國外工作一、二年以存錢，則

須考慮清楚所存下的金額可能不如預期。

再者，執行護理照護工作時，需考量當

地文化的差異性，以及與當地同事之間

的工作文化差異性、合理工作時數、職

場上會碰到的相關法律問題 ( 例如醫療糾

紛 ) 及工作權的保障。其中最難克服的是

「人在異鄉」的寂寞與無助。

美、日及新加坡等國來臺求才，增加

了國內護理學生的職涯選擇，已有護理

人員因為薪資福利及較好的工作環境而

跨國工作；然而目前國內亦面臨護理人

力嚴重缺乏之問題。許多數據皆顯示臺

灣地區護理人力不足並非每年畢業生人

數不足，而是因為護理人員於職場上大

量流失。根據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 (2015) 統計，全臺領有護理

師、護士執照總人數約 25.4 萬人，實際

留從事護理工作的僅約 14.7 萬。換句話

說，僅六成（58.0%）有照護士或護理師

留在臨床照護病人。

目前相關教育單位除了提供護理典範

相關的人文課程，亦邀請了許多國內外

資深護理職業領域人士，例如臨床資深

護理人員、護理長、衛生所護理人員、

長照機構負責人等，與在校生分享職涯

準備及相關工作經驗，以提升畢業生對

護理工作的認識；亦與醫院合作提供學

生暑期工讀的機會，以增加學生對臨床

工作的熟識，減少進入臨床後的現實休

克，提生畢業生職場的就業率。

國外祭出優渥的條件來招募臺灣的護

理人才，除了學校單位對護理人才的培

育人數增加及素質提升外，政府相關單

位恐怕需要好好思考如何保障護理人員

的工作權，以及醫療院所如何提供較安

全友善的工作環境，以避免出走潮繼續

攀升。

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5，6月

4日) ．護理人員執業人數取自http://www.

nurse.org.tw/DataSearch/Manpower.aspx 

鍾麗華(2005，1月10日) ．美國護士荒 來臺廣募

兵．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

b5/5/1/10/n774983.htm

雷光涵、鄧桂芬(2015，2月24日) ．日護士荒 端

百萬年薪來臺獵才．聯合報取自http://health.

udn.com/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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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a Collaboration in Nursing Dept. 
at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當選擇護理為職涯那一刻開始，等於約定了一個永續學習的未來。

就學時的課室學習、臨床實習，老師是護生仰賴的指引明燈。

正式步入臨床成為護理師後，專業進階、大小會議、課程的簡報，個案、

專案、研究、論述等，各式論文與報告撰寫，教育訓練班，新穎照護與思

考模式，也都有學校教師協助或輔導的身影。

而貼近臨床的護理教師群，既能掌握現今護理實貌，

也能再次感受護理工作的價值與人本情懷，

讓教師們如充飽電力的電池，再於校園發光發熱，薪傳護理核心價值。

護理產學合作，既能提升護理工作者的信心，

更強化了臨床與學術連結的密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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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師恩永續

這個世界演變之快超過我們的想像，

護理內容也隨之愈加複雜與繁重，對照護

專業人員而言，很容易無法完全搭上醫療

進步的演變。

產學合作，即是一種資源互惠，學校

的優勢在於專業科學的精進，而臨床界也

需要快速學習，臨床與教學雙方的互相回

饋與學習，讓護理照護品質與技術提升的

同時，學校教師與臨床護理師彼此看到對

方與自己的核心價值。

本期封面故事針對慈濟醫療志業體的

■ 文／張紀萍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副教授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N=1,480)  人數 %

通過臺灣護理

學會N3個案

報告審查

169 11.4

通過臺灣護理

學會N4護理

專案審查

 86 5.8

職級  人數 %

N 463 31.3

N1 271 18.3

N2 536 36.2

N3 143 9.7

N4 67 4.5

總計  1,480 100.0

職稱  人數 %

護理師/護士  1,182 79.9

個管師  41 2.8

副護理長  52 3.5

護理長  66 4.5

督導以上  20 1.4

專科護理師 (含
資深護理師)

 110 7.4

其他  9 0.6

總計  1,480 100.0

目前是否
在職進修

 人數 %

有 114 7.7

無  1,366 92.3

總計  1,480  100.0 

六院臨床護理人員探討其對學校與臨床

護理的產學合作經驗與看法，透過臨床護

理人員的反應，讓我們這些學校教師得以

調整接下來的教學模式與努力的方向。

臨床學習不脫軌

普遍肯定教師輔導

在1,480份有效回覆問卷中，職級以N2

為最多占 36.2%，其次是新人 31.3%，職

稱以護理師及護士占最大宗，79.9%。有

11.4% 通過臺灣護理學會 N3 個案報告審

查。通過 N4 的 5.8%。7.7% 的護理同仁

處於在職進修的狀態，而其中以二技在

職進修比例最高占 66.7%。光從進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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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個案報告的比例來看，有一定比例

的臨床護理人員與學校及老師們保持著

密切的直接相關。但顯然 N3 是一個很窄

的關鍵門檻，讓大部分優秀的護理人員

卻步不前。

在設計問卷時，編輯委員們討論後，

將學校護理教師常至臨床參與的活動計

畫概分為「個案報告輔導」、「專案報告

輔導」、「護理品質改善計畫」、「教育

訓練班」、「實證照護」、「一般研究計

畫」六大類，因為其實每一家醫院、甚至

不同病房都會有非常多種類、不同名稱的

訓練課程及活動，而答題者也可能因個人

經驗產生些微的認知誤差，所以先請十位

護理師試填後才敲定問卷題目。

首先了解臨床護理同仁有參與過教師

輔導的項目比例。果然比例最高的是「個

案報告輔導」，有 32.2% 的人參加過，

最低的是「一般研究計畫」只有 10.0%。

有參加經驗的人，會再詢問他覺得教

師輔導的成效，其實問卷設有四個等級，

除了「非常有幫助」、「有幫助」、「普

通」之外，還有「沒有幫助」，但六種

類別都沒有人選「沒有幫助」，我想這

是老師們值得欣慰的一點。

而就經教師輔導有幫助的比例，最高

者是「教育訓練班」，其次是「實證照

護」。

通宵奮戰個案報告

臨床蛻變的第一關

對身為教師的我們，真希望每一個護

理師撰寫個案報告都能一關一關過，一關

一關進階。有 32.2% 的人經過教師輔導

撰寫個案報告，反之是有將近七成的人

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如果除了約三成的新

人，那表示還有近四成的護理師缺少個案

報告撰寫的經驗，表示我們還有很大的鼓

勵推動空間。當然也有很多人已經不再需

要教師輔導，自己已經得心應手了。

而覺得老師輔導撰寫非常有幫助的

有 24.4%，有幫助的 56.1%，整體上是

80.5% 認為有幫助。

個案報告，其實就是護理專業文書記錄

資料，從護理記錄銜接出來就成為一篇個

案報告。許多護理人跨越時光隧道回到初

學護理的歲月，個案報告作業對當時的他

們，應該是護生實習期間一個龐大工程，

專業邏輯思考與流暢文筆兩者要兼顧，因

為它是評量護生臨床表現的書面資料。帶

實習期間若見學生精神不濟，多為了個案

報告而通宵奮戰．畢業後「它」也未功成

身退，經由臨床能力分級制度的建立，它

可成為重要評核項目。臨床護理人員進階

門檻，以專業能力分級制度維持護理服務

品質，為讓護理從士到師再到藝的境界，

不外藉此期待自己在醫療照護上全面健

全的照護，更提升自己社會需求的價值，

因此從學校到臨床護理人員，失敗挫折、

驕傲成就都是「它」──個案報告。本校

護理系莊豔妃老師及徐少慧老師都常輔

導臨床護理師寫個案報告，此次徐少慧老

師特地寫下撰寫個案報告的 5 個小祕訣，

對即將準備，或正在準備 N3 個案報告的

同仁來說非常值得一看。

而專案報告的撰寫是由團隊一起合

作，參加過的比例很低 (13.5%)，僅次於

一般研究計畫 (10.0%)，不到個案報告的

一半，這是合理的。但參加過的人認為

教師輔導成效 77.0% 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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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臨床工作，您是否曾參加以下由學校教師指導，

協助提升照護能力的活動？ (	N	=	1,480，單選 )

到病床邊感受護理的美

教師協助改善品質

有兒科護理教學經驗二十多年的張

美娟老師，回到花蓮慈院研習，重新感

受護理師們對病童和家人掏心掏肺的

付出，自己有再充電的感覺；相對地，

她以專長回饋，參與住院病童照顧者

書面衛教資料的修改，協助改善護理

品質。

有 17.4% 的人參加過由教師輔導

的「護理品質改善計劃」，參加過的

人 中， 有 79.5% 覺 得 有 幫 助。「 將

良品率預定為 85%，那麼便表示容許

15% 的錯誤存在」——這是品質管制

大師菲力浦．克勞斯的管理名言，而

偏偏護理是一個錯誤容忍度幾乎為零

的工作。「品質」最精簡與淺顯的定

義是：「產品或是服務，符合或超越

顧客期望的能力」，護理品質自然是

「護理服務對個案來說超過其期望的

能力」，消費者意識抬頭，資深一點

的護理人員都可體會到，近一、二十

年來護病關係的快速改變，消費者保

護成為趨勢，任何因品質緣故而導致

的病人損失或傷害，照護服務提供者

都需負起相當大的責任，即使僥倖不

需賠償，也可能因名譽受損，失去社

會公信力與信任。所以醫院各單位總

是想方設法地提出品質改善計畫，各

領域專長的教師就成為其中的當然一

員。

非常有幫助

普通

有幫助 26.0%

23.0%
51.0%

專案報告輔導

無
有

13.5%

86.5%

0%

100%

非常有幫助

普通

有幫助 19.0%

20.5%
60.5%

護理品質改善計劃

無

有

17.4%

82.6%

0%

100%

非常有幫助

普通

有幫助 24.4%

19.5%
56.1%

個案報告輔導

無

有
32.2%

67.8%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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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班具成效

實證護理是主流

醫療工作者總有上不完的課，但

教育訓練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不管是

燒傷患者照護、急重症護理養成訓練

班、新進主管訓練……是可以針對特

定領域快速收效的進修活動。問卷結

果顯示有 19.8% 的人曾經參加過由教

師輔導的教育訓練班，認為有幫助的

比率是 82.6%。下一類「實證護理」

則有 21.9% 參加過，82.1% 覺得有幫

助。

實證主義是現今科學強勢主流，尤

其統計學上常引用福爾摩斯偵探小說

《紅樺莊探案》(The Adventure of the 

Copper Beeches) 的一段話 “Data! Data! 

Data!” He cried impatiently. “I can’t 
make bricks without clay.” 大偵探料

事如神的本領，可不是憑哲理靈感而

來，要破案他得先有數據，就像製

磚前要有黏土，若無數據，也當不上

神探。科學時代，臨床照護也需要實

證數據佐證我們下決策，因此經常可

看到專業期刊有各種統計數據公布，

「數據會說話」，數據說的話，價值

如何？如何具有鑑定數據價值的魔

力，這就是實證照護要告知大家的。

本校的宋惠娟老師與李玲玲老師長期

與醫院合作，不定期進行實證課程及

實證研究計劃案，希望大家有機會時

能踴躍參與。 

非常有幫助

普通

有幫助 19.1%

17.4%
63.5%

教育訓練計劃

無
有

19.8%

80.2%

0%

100%

非常有幫助

普通

有幫助 20.7%

19.3%
60.0%

一般研究計劃

無

有

10.0%

90.0%

0%

100%

非常有幫助

普通

有幫助 23.1%

17.9%
59.0%

實證照護

無有

21.9%

78.1%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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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一般研究計劃，應算是難度最

高的了，所以只有剛剛好 10.0% 的人

參與過。就研究能力而言，護理人員

多只是在收集資料評估階段，缺少寫

作出版的經驗。對臨床護理人員可再

多引發研究的能量，鼓勵參與這樣的

合作計劃。

研究突破現知  為臨床找新方法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有云：「古今之

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

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

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

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

境界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

也。」這三個境界就是在描寫知識追尋

的歷程，第一個境界，臨床工作不出二

年開始讓人有知識被掏光之感，立志決

心邁向進修之途，第二個境界遇到求學

之路身心極限挑戰，瘦了、憔悴了，也

不改初衷，第三境界是指在經過多次周

折，經年磨練之後，思想逐漸成熟起來，

別人看不到的能明察秋毫，別人不理解

其他

對病人更用心

提升臨床

照護能力

較有能力與

其他領域成員溝通協調

可以增加

學術發表的機會

較有能力與

護理夥伴溝通協調

學術理論

應用到臨床

取得專業進階

提升對自己

專業的信心

53.6%

51.1%

48.9%44.3%

41.8%
26.9%

21.2%

21.2%
20.8%

1.9%

了解更多

學術理論

以個案報告輔導來說，學校教

師的指導帶給您的收穫？

(	N	=	476，複選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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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豁然領悟貫通。這時在專業上就會

有創造性的獨特的貢獻。這第三個境界

指的就是研究．突圍現有知識的界限，

成就現有知識的鷹架，讓後來者繼續建

構知識，有志者前仆後繼，繼續往上爬。

近年來本校具博士學位的高階師資

不斷在累進中，也與各院合作出很好的

研究成果，例如與臺北慈院合作發表的

有李家琦老師「Port-A 中心導管相關血

流感染率現況及臨床表徵之探討」，張

麗蓉老師「癌症病患跌倒相關因素之探

討」，與花蓮慈院合作發表論文的則有

呂麗卿老師「老人照護在職教育網路課

程對於醫院護理人員的成效探討」，李

玲玲老師「中醫藥實證醫學推廣合作計

畫」、「以實證為基礎的組合式照護於

感染控制效果評值」，宋惠娟老師「實

證護理自我效能促進及激勵方案評值計

劃」等，知識的海浪乘風而起。

六成希望輔導個報

其次是實證與專案

問卷接下來針對最多人接觸過的個

案報告輔導為例，來了解教師的輔導成

效。

最 大 的 收 穫 是「 取 得 專 業 進 階 」

53.6%，其次是「了解更多學術理論」

51.1%，第三則為「提升對自己專業的

信心」48.9%，接著是「學術理論應用

於臨床」44.3%。

最後問全體同仁，想要學校教師指導

協助提升照護能力的活動？「個案報告

輔導」仍是護理同仁們目前最需要的產

學合作活動，占了 60% 之多，需求性最

一般研究計劃實證照護教育訓練

護理品質

改善計畫

專案報告

輔導

個案報告

輔導

您覺得以下哪些由學校教師

指導協助提升照護能力的活

動是您目前最需要的？

(	N	=	1,480，複選 )

3

高。其次是實證照護，也有 42.8% 的人

期待。這樣的結果，多少也啟發我們對

產學合作內容的比重安排。 

藉由產學合作，讓我們藉由知識與

實務間的流動，護理的關懷中有專業黠

慧，而技術學院護理系老師們展現對自

己專業知識熱情，將知識與臨床結合，

刺激老師們走出獨立思考與領悟，更深

信「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老師走出課室，在臨床照護的工作中觀

察與實踐，名為將知識帶到臨床實務，

實為最大的受益人，這樣的合作模式讓

護理專業更豐富燦爛，何樂不為？

60.6%

28.4%

35.5%

42.8%

28.2%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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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會議中，主任忽然問我要不要來慈濟醫院

「公民營」( 學校教師到業界公民營單位研習 )，一

聽到心裡馬上想「真的嗎？我可以有一段時間將學

校的教學、研究、服務先拋一邊，只做一件事嗎？」

我毫不猶豫地馬上答應。15 分鐘後，主任在會議上

宣布我將到慈院深耕研習。我很開心，就像一棵炎

炎夏日下快枯萎的小樹，將逢甘霖。

資深教師回臨床		更新升級再體驗

很多人問我「你都副教授了，來這裡做什麼？」

很簡單，我已經教 20 年書了，我想再回臨床「浸泡」

一下，Update 腦袋的東西，每天跟著護理人員一起，

深入了解現在的護理是什麼？不是紙上談兵，而是

自己深深的體驗。以前來醫院帶實習總是匆匆來匆

匆去，對象是學生，總缺了些思考與消化的時間。

而我進修完博士學位，專業上的鑽研，也可以利用

此機會在臨床實踐，一舉兩得。

護理部給我一個小辦公室，但我喜歡在病房。兒

科病房雅君很慷慨地讓我跟她窩在一坪大左右的護

理長辦公室比鄰而坐，自此開始我半年的研習。我

把自己當成單位的一分子，大家也是。交班時放眼

看去，幾乎都是自己學校的畢業生，已不再是青澀

的模樣，各個都是獨立自主的護理師，擁有自己的

職章，為自己的工作負責，不再需要老師 co-sign，

很棒。

感受團隊的能量		重溫感動的源頭

醫療是高風險的行業，剛去沒多久，就看到單位

上了新聞，一件醫療糾紛事件。不是直接與護理同

仁相關，但我卻感受到護理長的沮喪以及擔心。我

還試圖安慰，告訴她「我們護理應該沒爭議」，然

而護理長的一句回話讓我汗顏：「因為我們都是這

個團隊的一員。」是啊！醫護是團隊，是榮辱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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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共同體，任何一個隊員發生事情，都深深打擊大家。醫療跨專業的緊密

合作是為了恢復病人的健康而努力，好久沒有的感動湧上心頭，這是一個幸福

的團隊。

小兒科病房在一個上千床的醫院中算是迷你，但這裡負責花東地區的小兒疑

難雜症，護理人員得三頭六臂。不只是疾病的型態多元，家庭的問題對小兒健

康的衝擊更大。在這裡我看到全人護理的實踐。陪伴我們成長的「蔡一酥」終

於從艱辛的療程中畢業了，大家為了「蔡一酥」的畢業典禮，忙得很高興，他

是我們的精神食糧。喜願協會要幫莎莎亞圓夢，想去哥哥的棒球隊當一日隊長，

我們這些陪著他的保母們怎可缺席，組成熟女啦啦隊與楊醫師，頂著寒風，大

聲叫喊。孩子虛弱的身體在圓夢過程中彷彿獲得新生，紮紮實實打了一場棒球

賽。站在場邊加油的我們隨時為孩子的身體狀況待命，爸爸媽媽因為有我們在

而顯得安心。病房中每個重症的孩子與家庭，都歷經一段艱辛的生命過程，這

個過程中護理師像一盞燈，像扶手，指引著、牽著家長，一同走過，共同留下

有機會至花蓮慈濟醫院深耕研習，慈濟技術學院張美娟副教授（右）重新感受臨床護理師

的工作熱情。圖為張美娟老師一起為蔡小朋友準備他的病房畢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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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腳印。這些由衷的付出，是內心根深蒂固的關愛，自行出現的每一

個人，沒人在說「我正休假中」，這超越金錢的價值，是護理的難能可貴，

每一個人都要珍惜。

我在小兒科半年的充電是一種耳濡目染，很多的感動，將帶到我的教

學，希望學生們可以感受到臨床生命的堅韌與活躍，願意加入這個團隊，

這是我的收獲。

將健康識能導入臨床		隨時確認病人聽懂理解

而我在這半年也帶著病房同仁認識「健康識能」。我在博士班研修的主

題是與健康識能有關，例如讓衛教教材易讀化。

長年來與小兒科病房緊密的互動以及章主任與護理長的支持，讓我的所

學有個發揮的舞臺。在醫療場域中，一般民眾在健康資訊的應用本就相對

弱勢，醫療人員說一口專業術語，給一些看不懂的文件，冷冰冰的解釋病

情、說明麻醉風險。很多時候是因不懂而不知如何發問，而不是懂了沒問

題。一個「健康識能」友善醫院需站在病人端，提供需要且理解的健康資

訊，而且不會發生因不懂而產生的尷尬與難堪。其中簡化易懂的衛教教材

是重要的輔助工具。我跟病房同仁一起完成許多衛教教材，最重要的是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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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家這樣一個概念，「要隨時確認病人是否聽得懂我們說的話」，因為

那是他的權利。

縮短學用落差		帶回校園的功課  

護理長輩們總在各種場合告訴護理教師要回到臨床，因為臨床瞬息萬

變。單位資訊化的推廣是一種革新，改變的過程護理同仁面臨許多衝擊，

這時我見識到靈活的「領導力」。我對嬌小的雅君敬佩有加，飽滿的醫護

學理，豐富的照護經驗，恩威並濟的領導風格，讓小兒科的成員緊密連結，

共同面對許多挑戰也勇於接受新知。8 月是新人駕到的時期。護理教學上

一直存在的學用落差，若不在臨床親自體會有時很難深刻了解問題所在。

護理長與同仁們花很大的心力帶新人，新人們更是竭盡所能填補差距。這

個過程除了精力的大量投注，更多的是情緒上的挑戰。身為老師的我，心

疼新人，也感佩學姊無私的教導，體諒學姊焦急的心情。這是我帶回來的

功課，縮短學用落差是我們身為老師的責任。

我很幸運，許多過去耕耘的好緣分，讓我此時有這個機會「學習感動，

感動學習」，現在我回到學校，傳遞這分護理感動給學生們是我要做的事。

我們一起加油！



26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Cover Story

師恩永續

從事多年臨床與教學經驗中，透過輔導護理師們個

案報告書寫，在每個護理人與個案互動的過程中，我

深深體悟到照護病人不僅僅是因為理性的責任感促使

護理人去完成一份工作，真正引發護理人起心動念主

動關心病人與付出更多愛心的是情感性的責任使然；

也因為這樣的無私付出，讓我更了解護理必須傳承的

使命感。個案報告書寫正是鼓勵護理經驗傳承的重要

管道，護理人在分享過程中，不僅知識與技能受到肯

定，護理的真善美也因此被見證與留存。 

寫報告前		肯定自己的主體性與重要性

看著一路走來對護理工作充滿熱忱與執著的護理

人，從剛畢業由一位不熟悉臨床實務的菜鳥到成為單

位的資深學姊，在醫院進階制度推動及想要將自己臨

床照護經驗與他人分享的驅動下，訂立計劃著手寫

個案報告，期許自己能通過臺灣護理學會個案報告審

查，獲得學術上肯定與個人進階……每當有這樣充滿

戰鬥力、主動性、肯學及肯寫的護理人來找我輔導個

報的時候，我多義不容辭的盡力協助。因為這樣的護

理人值得讚許。在陪伴書寫個案報告的經驗中，我認

知到「唯有護理人能了解自己在護理的主體性與重要

性，這樣每份個案報告的產生對護理人才有真正的價

值與意義」。 

五個小祕訣		教學相長自豐收

於此提供以下幾點經驗，供護理人更有效率與效能

地書寫與輔導個案報告：

（一）整體性的書寫規劃：此步驟是架構一份完整個

案報告的第一要項。與有經驗的輔導者一同擬

定書寫方向，包含選案、定題目、照護期間、

護理評估及資料收集、文獻探討、護理過程，

以及可能的預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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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儕扶持：完成一份個案報告除了要有經驗的輔導者，更需要同儕

支持，建議找寫過個案報告的同儕協助，訂立扶持計劃，才能更有

時效性的完成個案報告。

（三）定期與輔導者討論：

 臨床護理師們多為行動派，很會實做，在文書書寫缺乏經驗，常不

知如何去蕪存菁整理資料，因此主動且定期與輔導者討論書寫內

容，系統性的整理出符合個案報告內容的資料，在有限的篇幅呈現

最精華的內容，亦是個案報告通過與否的關鍵要項。

（四）接受、修改、再投：一次的沒有通過，不代表自己不好，接受審查

委員好的建議，不要灰心，與輔導者討論修改後，把握時效進行下

次投稿。但如果與輔導者討論後，舊的個案報告需要大幅度修改，

歸咎原因是選案及整體書寫沒有規劃好所導致，則建議考慮重新選

案重新書寫。

（五）教學相長：當個案報告通過後，別忘了個人經驗分享，同儕扶持。

所輔導的護理師們在通過個案報告後，最令人欣慰的感言就是「現

在協助修改其他同仁個報時，終於能了解當初我們的盲點，而且居

然也能一眼看穿問題所在，想想其實書寫個報收穫最多是自己」。

護理傳承需要護理人互助扶持的精神，不僅在臨床護理工作上，在能力

進階制度，個案報告書寫上更需要相互的教學相長來成就。

徐少慧老師（右三）於大林慈濟醫院指導

臨床同仁撰寫個案報告。攝影／黃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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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居家護理長期照護的領域，已經邁入第

十二年；居家護理，就是把醫療帶到個案家中，

居家護理師的首要能力就是要能串連結合各方

資源，與醫療團隊溝通，全方位地幫助個案恢

復或維持健康。過去居家護理團隊的服務型態，

大多連結院內營養師、復健師、藥師、呼吸治

療師、志工，均是免費提供居家訪視與諮詢服

務。長期下來，經過護理先進的努力與爭取，

也看見政府開始支付提供居家營養、居家復健

等費用，協助緩解重症病人家庭的經濟負擔，

相對地也是給醫療團隊一個鼓勵，與持續服務

的熱情。

而在居家護理，較困難的是傷口照顧，舉例

來說，一位阿嬤因長期臥床導致髖部出現一個

4x6x5 公分、又大又深的傷口，家屬帶阿嬤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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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外科門診，醫師建議以溼白紗敷上燙傷藥膏，居家護理師考量阿嬤

的營養狀態不佳，也請家屬在管灌部分補充高蛋白，然而居家護理師以

這樣的方式照顧一年多，傷口癒合的進度很慢，家屬也不願意再帶阿嬤

返院清創修補傷口。但家屬每個月光花費在傷口照護的醫材費用 ( 棉花

棒、生理食鹽水、紗布、手套、膠帶等 ) 就要三千多元。後來因照顧阿

嬤的居家護理師請產假，故由我代理職務來協助照顧。

每次幫阿嬤換藥時，阿嬤都以皺眉的表情及不斷的呻吟來表達她的疼

痛、不舒服，心中有諸多不捨，總想著該如何來改善。所幸巧遇慈濟技

術學院老師在衛生局授課，教授壓瘡傷口的照護，先與老師討論，並經

過家屬同意後，懇請老師至案家協助評估阿嬤的傷口現況，教導傷口照

顧。在老師的指導下，家屬也願意配合改變換藥方式及敷料的選擇，阿

嬤的傷口在短短四個月就癒合了。

因為老師無私的幫忙，不僅提供合適的敷料選擇，更利用自己下班時

間到案家協助幫忙照顧傷口，光傷口癒合就讓家屬感激不已，而且每個

月省下了數千元的開銷。

學者的專業知識，也可以協助居家護理師照顧個案，一起解決傷口問

題，讓我深深感覺到我不再是獨自一個人面對著家屬沉重的經濟負荷及

個案疼痛不適的表情；而是將一顆願意付出的心，帶入個案家庭中。如

果我是家屬，我也會很樂意讓教學者的資源進入照顧我的家人。在臨床

已算資深，仍會有時遇到難以處理的瓶頸，能有學界的老師來協助，讓

我們的能力提升，真是雙贏的事。

花蓮慈院居家護

理師林淑緩（左）

感 謝 慈 濟 技 術

學院羅淑芬老師

（左頁圖中）一

起到病人家去為

病人解決困擾許

久的傷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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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護理職場環境一直面臨嚴峻的挑戰，但是

護理以病人為中心，提升護理照護品質的目的是永恆

不變的，學校老師需要場域來實踐所思、所想、所閱

讀文獻，臨床護理人員則需要透過創新模式改善照護

的品質與照護流程，確保病人的安全。

綜觀臺灣目前護理人員平均年資 5 年，衛福部評臺

灣 200 家醫院的「護病比」結果，不及格醫院比率竟

高達 75%，與國際最佳護病比差了好幾倍，繁重的臨

床工作擠壓病人與家屬衛教時間與品質，因此慈濟技

術學院利用「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建構完善的電子書

編輯軟體與電子書平臺，其可以嵌入影音、背景音樂、

相片、衛教教學內容、超連結功能，具有互動性、系

統性，學習者可以利用行動載具如手機或平板電腦進

行教學衛教資料下載，即可隨時隨地觀看，不受時間、

空間、場域的限制。

電子書系統有助於節省護理人員衛教時間，賦權病

人讓其先閱讀電子書衛教，閱讀者若有疑問則可與專

業人員討論，這不僅節省護理人員時間，以實證為依

據的內容更傳達正確的護理醫學知識。此外，電子書

也可有牛刀小試的測驗題，並可以立即回饋受試者認

知的結果。

對於護理技術操作，則可以用影片嵌入電子書，或

是超連結到 YOUTUBE 供點閱。過去一年與花蓮慈濟

醫院合作完成大腸直腸癌照護電子書，病人在觀看此

種革新方式的衛教後，提升對癌症治療過程的認知，

降低不確定感與焦慮感受；此外，我們也應用此種革

新創新學習模式在臨床護理人員實證護理、惡性蕈狀

傷口照護及造口護理的學習。

臺北慈院有感於惡性蕈狀傷口不僅帶給病人及家屬

巨大衝擊，惡臭、出血、疼痛、大量滲出液也挑戰臨

床護理人員的耐受度，因此藉由產學合作模式建構惡

性蕈狀傷口照護電子書，學校教師將歷年的研究結果

與臨床的經驗呈現在裡面，讓第一線護理人員可以輕

鬆地學習罕見複雜性慢性傷口照護。臺中慈院以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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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教學模式應用在 PGY1 訓練；大林慈院則透過擁有 15 年經驗的造口

護理師的合作下，將選擇便袋及照護造口的方式，錄製影片嵌入電子書中

讓學習者可以輕易學習照護技巧，護理人員不再需要撥出額外時間進行課

程學習，就能獲得新知與能力，也大大提升臨床照護的信心。

隨著人口老化，疾病共病性增加，健保的 DRG( 住院診斷關聯群支付制

度）制度讓住院天數縮短，居家遇到難癒合傷口的機會增多了，讓居家護

理師與臨床護理人員的照護困難度增加，透過撰寫專案計畫，拍攝學校教

案專案的學生示範照護的影片，並產生 QR code 條碼，讓病人、家屬一掃

描即可看到「腹膜透析病患導管出口處照護」的影片及內容。有感於外籍

照護員初來臺灣無法正確操作換藥步驟，不僅讓傷口惡化增加感染機會，

也讓家屬的壓力劇增，緣此建置了「壓瘡換藥步驟流程」、「正確翻身擺

位技巧」，並以印尼文配音及字幕，將此 QR code 貼在牆上，讓家人及外

籍照護員可以隨時連結觀看，達到照護的一致性，提升居家長期臥床病人

的照護品質。

學校不僅是培育臨床護理人員的場所，教師更可以將自身的研究成果、

臨床經驗，融合科技形成創新照護模式，再與臨床護理人員一起驗證此護

理教學照護服務模式，將可延續彼此對護理的熱忱與信心。

羅淑芬老師充分結合科技與護理照護及

教學，上圖為兩位護生（左及右）教導

家屬使用電子書，學習照護及預防壓瘡；

左圖為指導學校學生及花蓮慈院吳麗月

護理師（左三）得到衛福部的雲端加值

運用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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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any Terminal 
Patients to Find Peace

■ 文︳  沈健民    圖︳ 洪一文提供

洪一文
花蓮慈院心蓮病房居家護理師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第九屆

「開著車到處跑」，偶而「賣賣菜」，這是安寧療護居家護理師洪一文的工作

寫照？其實，這是她不介意為病人多做一點的寫照。

「我只是有點小叛逆……」洪一文畢業後兩個多月就來到花蓮慈院心蓮病房，

臨床經驗至今邁入第十年，可列入資深名單，特別的是，她一直在心蓮，沒有換

單位；外表看起來柔順的她，了解自己的小叛逆和小固執，所以在護理工作以外，

總是能幫病人的，就盡量幫一點，用自己的方式堅持走著安寧護理的路。

陪
伴
安
寧

攝影／楊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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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病人與自己好

找出專業與私人的界限  

洪一文工作的一天從病房晨會開

始，在會議中掌握病人的狀況、有

沒有新病人要接等等，接下來就開

始安排今天出門的路線、連絡病人、

要帶出去的用藥等等細節，然後下

樓到停車場開車出門去了。「安寧

共照的範圍，最北到崇德，最南到

鳳林，超出距離的話會轉診給其他

醫院的居家護士；我是屬北、純純

屬南、月霞屬花蓮市。」洪一文說

明，目前花蓮慈院心蓮病房有四位

居家護理師，所以「管區範圍」可

以分工負責，不用再一個人跑透透

了。

一文手上約有二十多位病人，一

天探訪四到五戶人家，但萬一有家

屬來電說狀況緊急或病人有瀕死現

象之類的突發狀況，就會調整行程。

按照一文的個性，如果能夠幫病

人的，她就會想幫忙，但該幫到什

麼程度算足夠？該喊停？考驗在她

接居家護理不久就出現。

一位肺癌伯伯是一個人獨居，在

一文前往居家護理一段時間後變得

非常地依賴，把一文當成家人，甚

至想在身後把珍藏的珠寶留給她。

「他的水電費也希望我去幫他繳，

會做出一些額外的要求，不是我們

居家護士可能該協助的事，但他就

說『我只信賴你，拜託你可不可以

幫我？』」所以一文剛開始還是會

幫忙，但心裡也知道這樣下去不行，

所以提出來與前輩們討論，找其他

的資源來幫這位伯伯，雖然自己心

軟，會捨不得。一文了解到「看病

人、個案在受苦，自己沒辦法調整

的時候，有時候是自己的問題，是

自己的功課。」「你放不下？是他

們需要你的那種感覺？」「所以慢

慢學習到，放手讓他成長其實對他

是好的。」獨居伯伯帶來的考驗，

讓一文看見自己的個性，拿捏專業

與私人的情感，調整自己的想法與

因應方式。

	安寧居家護理師洪一文（右）開車來

到病人家，照護病人也教導家屬。



34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誌物
人

Character Profile

賣菜的舉手之勞

但相對來說，有些小忙，是一文覺

得非幫不可的，「賣菜」就是理所當

然的舉手之勞。

其中一位是住在靜思精舍後面佳民

村的原住民，一文幫他們賣山蘇。這

是居家護理的特點，走進病人家裡，

病人不用講就可以看懂這一戶人家的

經濟情形。病人的媽媽種山蘇，病人

幫忙裝箱，然後一文先付錢買了回來。

「他還有自己編織手工的籃子，我就

幫他賣，讓他找一些事情做，也可以

賺一些錢，同事大家都很捧場。」

還有一位是住在吉安鄉、罹患乳癌

的阿姨，她跟先生本來住臺東，退休

後為了治療才來花蓮租房子，每周固

定到花蓮慈院化療，先生在陪她的過

程中，在鄰居出借的田地上種了很多

菜，阿姨身體狀況好的時候，傍晚都

會撐著傘陪先生去採收，分給一文吃，

一文就自告奮勇地幫她推銷。這些菜

都是有機的，而且不貴，其實買到的

同事們也都覺得很幸福。

護理是志向  安寧是理想

洪一文是花蓮人，美崙國中畢業

後就想當護士，第一志願是長庚，但

聯考完要現場填志願時，「在我前面

的兩個人把長庚最後兩個名額填走，

我就選擇了慈濟，也沒有再填別的志

願。」「國三的時候其實個性有一點

叛逆，故意不聽媽媽的話，性格有一

點古怪；成績功課都還算可以，就是

會跟父母頂嘴。」「去慈濟之後，媽

媽覺得好像撿回一個女兒，變得乖順

很多。」

就讀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五專部

時，一文覺得老師們都很好，她對每

一科都不排斥，「田培英老師與林美

玲老師影響我最深。她們在帶的時候

很嚴謹、很兇又很酷，可是其實她們

都很疼我們，我覺得只要肯學，就會

學到很多。實習很辛苦，你看三個禮

拜可以把報告擠出來，跟老師的互動，

其實很值得，我算順順的啦。」

畢業後，一文決定繼續升學，因為
	洪一文至病房探視居家個案肺癌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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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在臺中讀大學，她就選擇念中國

醫藥大學護理系的二技班，在這個時

期她看到自己理想中的護理專業。

「我在二年級寒假時參加了一個名

為『與病人為友』的營隊，它是去全

臺灣各地的安寧病房做志工，純當志

工不牽涉專業。當時我被分配到淡水

馬偕醫院，覺得這樣子的護理很有意

義。」

二技畢業後短暫的工作嘗試，把她

立刻推回到花蓮來。親戚介紹一文到

北部一家貴族醫院上班，薪水獎金很

高，只要發藥，連針也不用打，「我

才剛畢業，技術又不是很純熟，一開

始就來到這麼好的、『養老』的醫院

好像也不是太好。」所以六月畢業，

她在臺北小試一番，很快決定回花蓮，

比同儕晚了兩個月，到九月才正式到

花蓮慈院上班，單位就選擇心蓮病房。

堅定的陪伴　生命末期靈性的美 

「難忘的病人其實有很多，當然第

一個個案一定最難忘。」十六歲的小

品是一個身材壯碩、愛打籃球的男生，

剛開始感覺胃痛時，他吞了胃藥就繼

續跟朋友打球；直到某天半夜痛到受

不了掛急診，檢查發現是肝腫瘤，後

來住進心蓮病房。在照護陪伴的過程，

媽媽勇敢地一直跟孩子道愛，一文說：

「媽媽跟小品 ( 為死亡所做 ) 的準備，

	洪一文就讀慈濟技術學院時，於護理加冠典禮後與父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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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看到生命末期時展現的靈性的

美。」這麼多年來，一文從每一位病

人與家屬身上學習，感受安寧療護能

帶給病人的舒緩與平靜。

一位罹患卵巢癌卻怎麼樣都不到醫

院治療的女士，她的先生只好到門診

尋求安寧居家照護的服務。「很多末

期的病人都希望在家善終，阿姨其實

還不到臨終的階段，一些症狀仍然可

以處理，但她就是不肯住院。」一文

說：「卵巢癌的症狀讓阿姨很不舒服，

整個腹部都阻塞，解不出來就會從上

面吐，我就與醫師討論慢慢幫她調藥，

教她先生打點滴、灌腸等等各種照護

技術，雖然他先生年紀已經很大，還

是盡心照顧她。」陪伴過程，一文看

到阿姨從之前對死亡的害怕、拒絕朋

友，想要一個人孤獨地走，到後來慢

慢信任一文，產生了不可思議的轉變。

「最終，她一一跟所有的家人親友

去做道別，要離開的當天其實也有機

會讓我去見最後一面，家人也都在旁

邊。」「我跟她說『除了自己準備好

以外，也要好好說再見。』她都做到

了。」「待在阿姨身邊，就覺得死亡

一點也不可怕，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像毛毛蟲變成蝴蝶，身體已經衰敗，

可是靈性卻愈來愈美；那種勇敢跟釋

然，她已經接受一切，自己也調整好，

在當下都充滿了笑容，告訴身旁的人

『我很好』。」明明看到她很喘，旁

邊的人看到也覺得她很不舒服，但是

她說她沒有不舒服，她帶領了其他人

也都跟著放下了，女兒、先生跟好朋

友在最後的時候都在她旁邊。「在『道

謝、道歉、道愛、道別』之後，她的

人生這麼圓滿地結束了。」

	在主管的鼓勵下，洪一文也發表論文，

至國外參加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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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在心靈上的蛻變，讓一文非常

感動又震撼，也得到自己的結論──

陪伴，就對了。「其實在我照顧病人

的時候，除了協助處理身體的症狀之

外，就是陪伴，只要把他們當朋友，

支持，而不一定要說什麼了不起的話

或引導改變，只要陪伴，在過程中他

們自己就轉變了。」

開車生手變熟手

以溫暖的心蓮團隊為家

其實一文是在心蓮病房工作了五年

半之後，臨時接手居家護理的工作。

因為學姊生產之後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需要有人代理她的工作，一文勇

敢地接了下來，後來學姊為了家庭決

定離職，她就繼續做了下來。

剛開始跑居家的時候，一文有點緊

張，因為她是在上班三年後才去學開

車，拿到駕照了也不常開車，同事覺

得她是花蓮人，路線地段會比較熟，

但其實沒有。感謝學姊在交接時不藏

私地把所有狀況和技巧都傳授給她，

遇到問題也可以討論，才讓她勇敢跨

出第一步。

而對於心蓮的所有成員，她覺得每

一個人帶來的都是暖流。「淑貞督導

以前是我們的護理長，她介紹心理師

石世明給我們認識，分享心理陪伴的

歷程，還有智容護理長、薰丹姊這些

資深學姊帶著我們。」對一文來說，

心蓮病房就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雖

然裡面的病人都是重症，但是大家處

理起來並不急迫，凡事都是緩一點、

慢一點、溫和一點，讓醫療照護充滿

了靈性與人文。

一文誠實面對九年來工作的心情起

伏，一開始很積極想聽話，後來因為

太忙、太累而不想進修上課，近期又

有了想要繼續充電的動力，最踏實的

目標，就是「專心地照護陪伴病人」。

安寧居家護理師洪一文，雖然有時離

死亡很近，但有時看見了靈性的美，

宛如天堂…… 

	走進病人家裡提供安寧療護，病人心

靈的轉化常帶給洪一文感動，她發現陪

伴就能給予安定的力量。攝影 /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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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我行

Volunteers 
Companion志

工

到外地讀書，總讓人覺得有那麼點孤單。四年多

前的我，一個人背著簡單的包包跟著同國中的同學

以及她的母親，一起來到了位在花蓮的慈濟技術學

院，雖然宜蘭跟花蓮只有一個小時的車程，但從未

沒有家人陪伴自己搭火車，還是多少有點寂寞的感

覺，心裡反覆提醒自己──只是去學校新生訓練，

而且有同學在旁邊，沒什麼好害怕的，以目前家中

的情況多增加一點車費就是浪費──重複這樣想

著，安慰自己。

到了學校宿舍，因為被編入不同班級，跟國中同

學說了再見就各自分開去忙了。看著陌生的人群總

覺得有點退縮，但是就算這樣想，還是要順著人群

往前走，採買自己的寢具，床墊、棉被、枕頭……

等，發現自己有一點拿不動，就在這個時候一個氣

質很好的阿姨，帶著不會讓人感到距離的真實笑容，

把我的東西接過去一半，陪著我上樓，讓心情低落

的我感受到了溫暖，這一刻我才知道，原來這就是

同學口中的懿德媽媽。

新生訓練的那幾天，更加認識了什麼是懿德爸爸、

懿德媽媽，面對一開始不怎麼回應，有點害羞的我

們，不放棄的努力拉近關係，為我們準備點心，為

我們設計活動，不管有多麻煩、不管要多費腦筋，

就只是想跟我們更靠近一點。

到現在四年來，每月一次的懿德日，從臺灣各個

地方搭車過來的懿德爸爸媽媽，車費自己出，點心、

小禮物自己準備，還要不斷傷腦筋想活動，排除萬

難，空出時間，為了跟我們見面的兩個小時，花了

不知道多少個小時去準備。

他們主動的付出，我們理所當然的接受，四年很

快過去了，被細心的對待、被溫柔的呵護，原來我

們還是一直在撒嬌，我卻是太晚發現了。

住在宿舍，三餐自己負責，時間自己安排，我以

為我是一個小大人，以為自己已經很會想，所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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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次懿德日聚會，聽到要分享心得，好多同學反彈，不喜歡上臺發表，我也不

懂懿德爸媽的用意，到了那天，我才終於明白。

當天，在爸爸、媽媽的安排下，全班同學一個一個上臺分享實習心得，平時雖

然也會互相分享，但是可以聽到每一個人的心得，卻是難得的機會。我想爸爸、

媽媽就是想藉由這一次機會讓我們做更好的心理準備，從彼此的心得裡獲得啟示

獲得成長吧！爸爸、媽媽還特別找來了人錄影，準備了大筆記本、還有筆，然後

讓我們存照片給他們，因為他們要幫我們做一片屬於我們班級的光碟，記錄我們

五專的青春，做這些東西，需要耗費多少的心力？多少的時間？只為送給我們的

最後一份禮物。

面對不說話的我們，積極的想要靠近我們，面對實習壓力的我們，分享自己的

人生經驗，指引我們正確的道路，面對即將畢業的我們，努力的幫我們記錄我們

的回憶，做了這些事情，或許沒有人看見，或許我們並不會感恩，但是他們卻永

遠帶著笑容面對我們，心裡有很多很多的感謝、很多的感動，在這四年間，他們

的溫暖、他們的包容是最美的回憶。

我很幸運，上了別人沒有的課程，一個月只有兩堂的課程，叫做懿德日。我很

幸運，每個人最多就只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但我卻有很多的媽媽、很多的爸

爸。我很幸運，所以我真的很想說，很愛你們很謝謝你們。我們的下一次再見，

會是畢業典禮，我會讓你們看見最好的我，我親愛的懿德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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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護病間
Between Sick&Care
愛

A Passer-By

■ 文︳  俞玉珊　大林慈濟醫院急診護理師

   攝影︳  黃小娟

過客

在急救區裡，送來一名中年女子，面

對突然的車禍造成的重大外傷，急救現

場點滴架上掛滿血袋、點滴與藥品，醫

師、護理師的手沒一刻空閒，三分鐘裡

可以置入氣管內管、持續壓胸、打上點

滴、給強心劑……，一連串的處置後病

人仍闔著雙眼，沒有自發性呼吸、心跳，

心電圖上的直線彷彿宣告這個世界好像

只剩下荒蕪，當然周圍的生理監視器警

鈴聲仍然大響，配上低頻規律的打氣聲，

來自病人身上卸除還未關上的心肺復甦

機，阿姨車禍後致命性的頸部創傷帶走

了她這一生的心跳，在丈夫與女兒的淚

水中，阿姨這一生的辛苦、悲傷、喜悅、

快樂都成為風，阿姨的世界變得安靜，

連呼吸的聲響都聽不到，阿姨已經不在

這個世界上了。

當我還在想著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我

們，都是阿姨生命裡的過客……急救區

的門再度打開，主訴胸痛的 60 歲阿伯，

立即做心電圖顯示急性心肌梗塞，大家

隨即心神領會，加快手腳，準備要在最

快速度內送阿伯去心導管室打通血管，

搶救這一顆受傷的心臟，拉住他與門外

數個面露擔憂的家屬這一世的牽絆，

我們是阿伯這天不到一個小時的生命過

客，但我們做的事情，卻顯得好重要。

場景拉回到急診外科診間，一位中年

大哥驚嚇的衝入，雙手二度燒傷，原來

是近日廟會，大哥用火不慎被燒燙到，

幫他沖水、止痛藥物注射、傷口換藥及

衛教大哥與家人傷口照護注意事項後，

讓大哥帶藥回家休息，大哥離院時感謝

又幽默的說：「謝謝您們，還好有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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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皮老了，要來換新皮。」這大哥的一

番話讓急診人覺得再忙都值得，成為讓

他受傷後安心回家休養的過客，是我的

工作。

內科診間，一位呼吸喘的爺爺被家人

送入，呼吸急促，呼吸喘鳴音用肉耳就

聽得到，醫師才剛開口，護理師就已經

準備好噴霧面罩讓爺爺吸支氣管擴張劑

了，只是爺爺吸完藥後還是沒有改善，

再請呼吸治療師來急診替爺爺準備面

罩式非侵入性呼吸器，爺爺才終於可以

好好平順的呼吸，滿足的睡一場覺；這

是一場氣流的拉鋸戰，連爺爺好好睡覺

都要被試探，在爺爺睡覺時扎針抽血的

我們是他夜裡的過客，看了抽血報告顯

示二氧化碳滯留後，來調整呼吸器設定

的呼吸治療師，也是他夜裡的過客；早

上，他精神地醒來吃早餐、向醫師問好。

我們是爺爺夜裡的過客，而早上的爺爺

也是我的過客，一位在我心裡留下成就

感與助人快樂感的過客。

生命是一種很輕很輕的概念，祂輕的

讓人快感覺不到，但我們的生命讓我們

可以和別人互動，雖然時空一過，成為

過客，但會成為回憶……我們的工作讓

我們感覺分秒必爭，搶著在時間內完成

最精要的照護，用幾分鐘到幾小時的時

間交棒，送病人離開急診室，成為與病

人彼此生命裡獨特的過客，雖然時空一

過，都將成為過客，但互動的能量會讓

我們更有力量，化作回憶與經驗，伴著

我們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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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白衣
Angel,s Diary

二專畢業後，因為對護理還存在著不安定感，總

想著「這真的是我之後要走的路嗎」？所以報考了

完全不同科系的二技來讀，但畢業後還是選擇從事

臨床工作，這時對護理作業已經有點陌生，以至於

試用期除了從頭學起，也過得比別人辛苦。第一年

工作挫折很多，也曾經想放棄，但是覺得還是喜歡

跟病人分享心情，喜歡關心病人的那種感覺，更喜

歡看見病人臉上的笑容……總之，因為這些原因，

我決定堅持下去。  

實現澳洲遊學願望  找到下一個目標  

臨床工作轉眼五年了，經歷過單位人力滿編、後

來又缺編等同事來來去去的過程，臨床有壓力，進

修護理二技也有壓力，漸漸感到身心疲憊；加上一

直以來想要出國遊學，所以動了留職停薪的念頭，

在單位護理長、護理部主管的支持，最重要是單位

同仁的辛苦承擔下，如願到澳洲遊學打工了近一

年。

Rebound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Nursing

■ 文 、圖 ︳呂宜晏  花蓮慈濟醫院合心十一樓病房護理師

見苦知福更盡心

呂宜晏圓滿到澳洲遊學的願望後，回到臨床更

珍惜護理工作，也決定要挑戰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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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的日子，面對的是不同的工作環境，因為我一直很想體驗農場生

活，但第一週在採番茄時，我就已經快受不了了，因為需要長時間的彎腰，

且農場夥伴是各自獨立互不干預的工作。所以當時我的腦子常常在想，為

什麼我要放著有冷氣吹、受病人愛戴、尊敬、有成就感的工作不做，跑來

這個除了熱、沒冷氣吹 ( 因為在澳洲水電都很貴、所以只有吊扇 )，還讓我

的過敏發作頻率狂增加的地方；除此之外，農場的工作薪水是論件計酬，

所以在速度上，要快上加快才能賺到錢，我從事護理工作一個月的薪水，

再怎麼樣都比在這個農場好，現在回憶起來還是覺得很辛苦。但夢想是要

靠自己去完成，畢竟是自己提出來的，就一定要做到，而且我相信我一定

可以。

拚進階寫個案報告  接任務練習上臺  

在澳洲的那段期間，一有空檔我就會想，接下來我的方向是什麼？還有

什麼是我想做的？因此這次回來後，就特別珍惜能繼續在護理職場工作的機

會，決定了要進階 N3，那就要寫個案報告。

把這樣的想法告訴護理長，也因此有機會更了解我的病人，個案報告的

主角：阿福。他是遊民，51 歲，平常住在橋下，年初時因為住處附近失火，

不慎被波及，導致全身 2-3 度 65% 燒傷，送至本院就直入燒傷加護病房，

狀況穩定才到我們整形外科病房。

澳洲一望無際的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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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白衣
Angel,s Diary

在外科病房工作，每年必須上 8 小時外傷學會課程，在某一次的課後，

與單位的王健興醫師聊天時，答應了下次要自己上臺分享照護經驗，當時

我還不知道跟阿福的緣分即將展開。還記得是過年收假回來上班後的某天，

護理長告訴我有個機會讓我兌現承諾了，因為最近有個創傷研習會，主題是

要報告一位燒燙傷病患的照護經驗。經過護理長的評估，目前燒傷加護病房

有兩位病人，有一位近期內就會轉到病房，所以經過討論決定讓我來負責報

告，也就是「阿福」，並且給了我一大疊的文獻，說可以先看看準備起來。

護理長可能看我有點緊張，所以跟我稍微說了阿福的基本資料及入院經過，

還有準備報告的方向。其實我當時還沒有「感到困難」的自覺，還很有信心

的覺得我可以。可是，隨著報告的時間一天一天接近，阿福終於轉上病房

了，但我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直接照顧他的機會，只能以旁護的角色先關心

了解，因此讓我越來越焦慮。最後兩週，終於有機會可以長時間照顧到他，

但礙於自己離開了臨床一年，上次寫作業也已經快變成「歷史」了，所以剛

開始只顧著建立兩人的護病關係，對於要如何準備研習會的報告，還真是沒

有頭緒呢！

真誠對待打動對方  遊民打開內心世界  

話說剛開始阿福對我的防備心還滿強的，問

他問題也總是用簡單的字句回應，例如我說：

「阿福，早安啊！昨晚睡得怎樣啊？」他只會回：

「還好。」問他燒傷後有沒有什麼想法？他說：

「就遇到啦，能怎麼辦！」一直到第二週，阿

福說他有感受到我的真誠對待，除了不變的問

候外，在做任何處置我都會為他解釋。再者因

為阿福是遊民，我想到他之後的安置、復健問

題，藉由社工的協助提早聯絡陽光基金會，陽

光之家也說要來評估阿福的狀況，總之，不管

要做甚麼都會告訴他，應該是這樣，他有感覺

到我對他的關心吧！所以漸漸地，我們可以在

一邊做治療的情況下，一邊談他對燒傷事件發

生後的感覺，對未來的規劃等等。其實，阿福

一直用到「很後悔」這字眼，很後悔當天去河

邊玩水，不然就不會被波及，很後悔喝酒誤事。
澳洲農場工作中的呂宜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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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福漸漸述說到以前的自己，他說他自

己在喝酒後脾氣會變不好，除了容易跟別人

打架外，也會打電話騷擾家人，導致家人漸

漸疏遠，也讓他難以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幾年來只能打零工，一個月收入三、五千元

……最後阿福跟我承諾要戒酒。期間關心他

為什麼會酗酒，他說是心情不好，好像很多

不好的事都聚集在他身上，心生怨嘆。其實

他在成為遊民以前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是在

六十石山看顧金針花，可能是山上只有他一

個人，太無聊了，很鬱悶，導致越來越消沈

而放棄這份工作。

準備報告的收穫

了解照護的環環相扣  

經過了這段時間的照護，阿福感受到我們

醫院對他的用心，志工的關懷、社工申請照

顧服務員協助他受傷後的生活照護、慈濟基

金會以及陽光基金會的社會資源輔助，讓他

感受到溫暖，雖然醫療費用暫時不用擔心，

但他也希望自己能夠盡快恢復，痊癒後能夠開始工作賺錢，能夠負擔這份

醫療費用，這是他給自己的期許。所以可以看到他住院期間就認真地復健

喔！

藉由上臺報告的機會，讓我更認識阿福，更了解到其實一個疾病的照護

不光是表面看到的，很多事情是環環相扣。照護病人需要一步步的闖關，

燒傷病人各個層級照護重點皆不相同，從一開始將病人從火場救出、急診

的緊急照護、加護病房的生命維持及傷口照料、病房區後續的傷口照護及

生活復健功能、出院後的照護需求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關卡。例如我曾

經問護理長，復健為什麼在加護病房就要開始，原來是因為不及早做，之

後關節僵硬以及疤痕孿縮，病人要活動會更辛苦。

而我，我也反思自己，因為見苦知福、因為施比受更有福，了解到我擁

有的真的很多，因為阿福，我也給重新從心期許自己，要盡心力幫助更多

人。  

從反思的過程中，呂宜晏了解到自己擁有的真的

很多，也期許自己盡心力幫助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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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夏天，北部一場粉塵爆炸，約莫五百個年輕人遭受不同程度的燒

燙傷，第一時間幾乎北部地區所有醫療消防人員可以動員的全員出動，是

1999 年 921 大地震以來臺灣受傷人數最多的一場意外，讓原本護理人力就

很吃緊的醫療環境，也正面臨一場挑戰。

由於身處在花蓮，第一時間並沒有能夠使得上力量的地方，卻也因為曾

經照顧過燒燙傷病人經驗，非常清楚病人正面臨甚麼樣的緊急狀況，身為護

理人，更是清楚這是需要投入多少護理人力比耐力比體力的一場戰鬥。看著

許多護理學姊妹們，銷假上班、延長上班工作工時、無法規律用餐的全力互

相支援，並且勇敢的面對病人不穩定的病情跟情緒，除了工作使命使然及心

疼病患家屬，更是捨不得醫療人員彼此間面臨壓力跟挑戰，總希望自己多做

一點，可以減少下一班同事的工作，甚至下班了依然可以在換藥的過程看到

大家的身影，持續守護病人，守護同事們。

這也讓我想起久未於過年期間留守醫院的我，看到一線護理人員過年無

法團圓，持續守護病人的身影。適逢農曆年前，萬物初醒，家家戶戶正為這

中國人的大節日歡天喜地的採購。因為早早離開臨床一線護理人員的工作角

色，早就忘記在異地過節的感覺。今年為了唸書，來到了中央山脈的山腳下

過新的生活、新的角色，卻也恰巧必須留守到農曆初二。

因長年在外地當遊子，以為自己早就適應異地，我也以為趕論文可以分

散思鄉的注意力。隨著時間逼近，街道的冷清伴隨著濕濕冷冷的天氣，就在

小年夜，帶著兩個毛小孩來到我的後花園散步，接到來自媽媽不捨的電話，

撐不住假裝堅強的防線潰堤，這中間也傳了訊息給我的老師，尋求小小的心

理支持。

Stay for Holidays

■ 文  ︳王宜芬  花蓮慈濟醫院神經外科專科護理師

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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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乾眼淚，該上的班當然還是繼續上，心裡的烏雲卻久久無法散去。忙

碌的上班，讓我最溫暖的卻也是醫院的每一個人，早就準備好滿桌子的食物

擔心我們餓到了，來自各地的志工師兄師姊們，依照表定時間，犧牲自己該

回到家裡圍爐的時間，帶給我們輕聲問候，協助單位服務病人，甚至帶著口

琴吹奏一首首拿手的歌、剪著手工藝品也服務我們孤單的心，每位準備離開

的他們，總是細細地叮嚀我們記得吃飯。

除夕夜當天，一早就收到院長的祝福紅包，更有來自護理部滿滿的乾糧，

希望撫慰我們。留守的學妹們早早就準備好家常菜，也有餐廳準備好的火

鍋。我們都是孤獨的個體，因為工作，彼此互相取暖，互相舉杯祝福，互相

鼓勵也互相支持。那天晚上，我得到全新的過年感受，也謝謝一直固守一線

的護理學妹們，沒有因為年節改變照護病人的節奏，依舊小心翼翼的遵守著

屬於自己的本分。

大年初一一大早，迎接我們的又是師兄師姊們開朗的問候，不斷的詢問

有甚麼可以幫得上忙的，他們還彼此提醒著，護理師們很忙，要自己主動看

看有甚麼可以做的，聽得我好感動。

我一直回想著，老天爺為何要讓我隔了十多年後，再次體驗過年在外地

上班的感覺，也許是要讓自己體驗早已遺忘的感受，也要更感念這些一直付

出的一線醫護人員，還有體驗師兄師姊們無償付出時間，犧牲過年在家享受

天倫的日子來陪伴我們。我不是志業體系出身的人，看著護理站貼著靜思語

──「愛是人間最幸福的力量；付出是最有福的人」，霎時間，我想心裡的

陰霾已經散去，而這群老菩薩們付出的精神，以及所有沒有停止腳步的學弟

妹們，讓我即使身體的疲累依舊，心卻滿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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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the Only Way to 
Improve

教育的熱情，教育的愛，情意、情感面向的學習，絕不亞於知識與技能，

護理教育，不再侷限促進專業能力發展與個人成長，

而是刺激每一個護理人進行生涯探索，

具備就業優勢與高度視野，

最重要的，是常保對人的關懷與愛。

教師需率先做出改變，跨出舊有教學模式的舒適圈，

除了終身持續學習，跟上臨床進步；

也要以身教帶領學生跨越文化藩籬，

從異文化中學習理解與尊重，對生命的關懷不分國籍，

從國際視野中更珍視自己的文化。

為護理教育播種的人，

不自我設限，勇於改變，

培育護理人才，助護理人永續學習，持續進步……

■  編輯   ︳張紀萍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副教授

進步唯一的路

轉彎處
Turning Point

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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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仍是護理學生時，接受學校理論、

技術練習課程與短短的實習，畢業後感

覺所學不足以應付臨床護理工作，所以

插班大學再進修。印象中，數十年前我

值大夜班，由兩位護理人員負責約四十

床，從事臨床工作兩年，雖然一般照護

沒問題，但面對複雜病情的個案，內心

仍會產生壓力。目前醫院的護病比略有

改善，但受到病人病情的複雜度、醫療

科技的進步、護理照護流程的煩瑣性等

因素的影響，照顧病人所面臨的情境其

實比過去增加數倍的困難度。近二十年

來，護理人力流失的議題一直被探討，

其中護理畢業生缺乏自信持續臨床工作

是其中一大主因。

護理教育原本就重視學生實作經驗，

是技職院校各系科中，設計實作與實習

課程最完整的。當系上發現護理畢業生

三個月試用期間即流失人力過多的情形，

很快的也引進不同教學策略來因應。從

傳統的示範教學與回覆示教，轉變到包

括：個案討論、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

客觀結構式測驗、以小組為基礎的學習、

翻轉教室等策略。對從事多年護理教育

的我而言，會覺得「怎麼當老師還得像

學生一樣學習，甚至更努力用功？這世

界怎麼進步得這麼快？」

其實，教育部針對技職院校教育效

能作全面行檢討後，發現某些科系教師

本身欠缺或者未持續更新實務經驗，自

技職再造 教育新使命
Stay Energetic to
On-Job Advanced Study by Exercise

■ 文︳  彭少貞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副教授

2015年 6月 26日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舉辦標準化病人研習會，教師們與專家合影。攝影 /呂品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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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Voluntary Service Course 
in Thailand

■ 文、圖︳  吳曼阡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講師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為期三年的「技

職再造」方案，希望藉由「強化教師實

務教學能力」、「引進業界師資」以及

「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等策略，確

實強化技專校院的實務能力，增加產學

合作機會與規模，以及有效落實學生實

作能力。在強化教師實務教學能力方面，

本校聘任新進專業科目教師時，會更重

視其具備的實務經驗；辦理教師赴公民

營機構吸收健康照護產業最新資訊，本

系同仁就曾辦理臺大醫院金山分院「社

區安寧照護研習」、臺東基督教醫院「長

期照護研習」，並遴選三位老師分別至

臺北與花蓮慈濟醫院研習半年，藉由不

同模式的學習，吸收最新實務經驗並將

研習成果反饋教學或提供醫院研擬照護

模式，協助醫院同仁們發現創新的照護

模式，於是積極策劃，產學一起成長。

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自

2013 至 2017 年實施，當然本系也積極

爭取資源創造優勢與競爭力，爭取經費

建置臨床技能中心，設置以臨床與以社

區為導向的護理情境教室，未來學生可

以有更多資源實作練習，期望未來護理

畢業生不會到臨床「練習」技術，遇到

緊急事件也能從容應付。本系為了讓二

技學生畢業後即刻適應臨床工作環境，

更與花蓮慈濟醫院合作，增加安排學生

至臨床實習的時數，以無縫接軌的方式

訓練學生具備臨床所需的護理能力。

近年來教育環境改變快速，護理教育

工作早已不是能一招闖天下的江湖，教

師必須蒐尋各項武功祕笈、練就一身功

夫來造就臨床護理人才。雖然感覺忙碌，

技職再造的機會也創造護理教育新使命。

海外服務拓視野

到泰國清邁服務學習，學生們收

穫豐碩，圖為為長者量血壓。

海外的服務學習近年來是學校教育的趨勢，培育學生

多元文化視野，成為更完全，更具移動力的人。

這一次到泰國清邁的服務學習，團員包括了護理系 4

位師長及 20 位學生，學習的重點是發揮護理專業在服

務學習的過程。因此我們設計了高血脂與高血壓、高血

糖與體重控制、飲食衛教、心肺復甦術、生活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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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知識等豐富的課程，也帶著血壓

計，體脂計及血糖機為當地的民眾進行

血壓，血糖及體脂的檢測。

經過漫長的車程，一到了泰國清邁慈

濟學校，大家馬上把握時間和同學進行

互動，我們以「護理心體驗」做為第一

場服務學習暖身的開端，雖然來自不同

的文化及國籍，及不同的語言，但透過

體驗及短劇的分享，也激發出大家對護

理共同的熱忱及肯定。

我們也走入社區，到當地慈濟志工長

期關懷的華人村拜訪，許多長者因為身

體行動不便，難以打掃環境，因此除了

健康檢測之外，同學們紛紛戴起口罩及

拿起掃把協助環境清潔，看到長者們居

住的地方很簡陋，物質匱乏，連窗戶布

滿蜘蛛絲，燈光昏暗，長者步態蹣跚或

臥病在床，讓同學們極為震撼，也有深

刻的反省。

鈺婷同學反思說：「看見老人們那樣

的生活環境和困難，很想幫忙協助改善，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我們就盡己所能去

清掃，讓環境乾淨些，後來與老人家互

動中才體會到，他們最需要的就是關心

與陪伴，縱使只有那麼一點時間，他們

卻很開心，看見他們的笑容勝過一切。」

珮瑜同學也在分享中提到：「回臺灣

後，希望我能記得這份感動，持續的關

心生活週遭的人，當然也包括我的爺爺

奶奶！」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同學們演出護生的一天，讓泰國高中生對護理教育有初步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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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ultural Health & Humanities: 
Taiwan Immersion

■ 文︳  美國德州大學泰勒分校  貝絲．瑪斯妥 -史密斯 博士．註冊護士

千里迢迢來到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

地方，是要讓同學有機會真正走進醫療

物資缺乏的地區親身體驗，讓學生學會

關懷付出，也學習大愛情懷。如果要問：

「到海外服務學習辛苦嗎？」我想每位

老師及同學的回答一定是：「很辛苦但

很值得。」因為在這裡所學到的，是教

室裡學不到的。

離開課室教學，帶著學生到不熟悉的

國家、場域進行學習，對我而言，是一

個大突破及考驗。從成團開始，全身的

每一條神經都是緊繃的，直到回到校內

分享會結束才能放鬆，因為每一次的出

團都是代表學校及慈濟這個大家庭，所

背負的是一個責任及使命，所以在培訓

的過程中，我一直是扮「黑臉」的老師，

不斷的練習、修改及彩排，不外乎就是

希望一趟千里迢迢的路程到了海外，大

家能呈現最完美的一面。

只是這樣的過程，有時讓學生很受挫

也讓自己很受傷，我曾經也想要放棄，

但是知道每一次能讓學生出國學習的機

會都得來不易，這個想法讓自己堅持完

成一次又一次帶學生出國學習的使命。

我想，帶海外學習是「一種責任、也是

一個希望的付諸行動！」甘願做！歡喜

受！

健康與人文的跨文化交流
臺灣洗禮

2015 年 5 月，在慈濟技術學院的邀請

下，我帶著德州大學泰勒分校的 7 位博

士生來到臺灣花蓮，進行為期三週的「跨

文化健康照護」海外學習課程。課程內

容的特色是中醫醫學，包含理論基礎、

診斷、治療，如針灸、拔罐、草藥和推

拿，由花蓮慈濟醫院的中醫師授課。人

文課程則主要在技術學院校園上課，內

容有書法、華語學習、佛教、太極、茶

道、慈濟的無語良師、原住民文化，和

臺灣史地。由德州大學和技術學院各給 3

學分，合計 6 學分。除了課室學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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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 7 位博士班學生──全部都是在美

國的護理指導教師──也為慈濟技術學

院的護生上課，教授英文的醫學專用語、

心理健康護理、護理學，以及跨文化的

護理。這 7 位博士生也參加了技術學院

護生的加冠典禮。在地的旅遊則到過太

魯閣國家公園、一個原住民部落、光復

糖廠、和林田山林業管理處；也到夜市

品嘗在地食物，欣賞花蓮的海岸，有機

會面對當地人，深入體驗這裡的文化。

這7位學生的收穫遠比在此寫下的多。

當他們上中醫課時，覺得理論很複雜難

懂，一位學生在她的週記寫到「我其實

滿喜歡（中醫）用一種自然、平和的角

度來看待每一樣東西……感覺有一種心

靈層次的調性，而西醫的思考程序則聚

焦在生理上」，另有同學分享「下次我

或是我的學生在照護來自不同文化的病

人時（尤其他相信中醫），我們就可以

理解這不是假的或瘋狂的，而是證實有

療效的，我很慶幸自己能親身體驗。雖

然我不能完全弄懂他們所相信的，但我

能理解。而且如果其他療法都失敗，我

也可以要求試試中醫！」能親自嘗試針

灸的感覺，嚐嚐中藥的味道，也讓他們

累積了更深層寬廣的經驗。

教學則是增長了意料之外的見識。回

到美國後，這 7 位學生將此次海外課程

的心得應用在對國際學生的教學上：「我

在臺灣的經驗開拓了我的視野，我了解我

美國德州大學博士

班師生至花蓮慈院

中醫部實習，與中

醫師陳怡真(左一)、

吳欣潔 ( 後排右二 )

合影。攝影／呂品

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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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邊國際學生的心情了。」另一位

寫道：「我覺得簡單的，一些學生卻

可能覺得很難……我必須放慢速度，

用簡單的語彙組合句子。我不能假設

學生像我一樣了解概念，而且我必須

把有多種意義的字或同義字分類。」

當學習華語感到困難時，教師的肯定

給了他們信心，他們也學到了，將此

方法帶回美國的課室，「我必須要重

複我教的內容，帶著笑容」。

不同宗教的文化洗禮，又是一項個

人的學習經驗。學生覺得他們被放到

一個「不熟悉的環境」，但他們表示

尊重，同時又堅定自身的信仰。「我

覺得我的上帝會希望我尊重他們和他

們的傳統……衪會知道並了解我在做

的事和我為什麼這麼做。」原來，許

多西方和佛教信仰其實是相似的，只

是理論架構不同。

或許此行最重要的收穫是和慈濟技

術學院的老師、行政同仁和護理學生

變成了朋友。擔任我們助理的一位護

生、整個護理與人文教師團隊，優雅

又大方，無私分享時間、民情和文化。

行政同仁安排交通住宿、回答我們一

大堆問題，也確保我們有安全又舒適

的居住環境。總之，此次海外學習課

程對我們德州大學博士生是一次「畢

生難得」的經驗，在感受彼此有許多

共同點的同時，學到了文化、健康，

及健康照護。

美國德州大學七位護理博士生來到慈濟技術學院研習，也教學生簡單的英文醫療用語，互

相交流。攝影 / 呂品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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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衛教單張或小冊是醫護人員進行照護指導經常使用的工具，然而

這些書面工具必須讓病人能理解、看得懂才能發揮功能。國外許多研

究針對醫療照護所使用的傳播教材，包含書面與網路教材進行評值，

但臺灣尚無系統性評值相關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以教材適用性評估

(Suitability Assessment of Materials, SAM) 中文版，及中文文章適讀性

線上分析系統進行衛教教材的文本分析，以 9 篇小兒科病房書面衛教教

材進行適用性分析。

9 篇教材中有 3 篇為不適用的教材。主要缺點是缺乏指導內容的複習

與回顧，缺乏版面編排與學習刺激的應用。此外，適讀年級分布於 6-8

年級，只有一篇低於 6 年級；病童照顧者圈選的生澀或難懂的語詞描述，

分為三類：醫學專有名詞、中英混雜字詞、一般生澀用語，9 篇衛教單張

呈現的生澀或難懂的語詞、醫學專有詞太多；對一般民眾來說難度偏高。

整體來說，衛教教材適用性欠佳

提供易讀易理解的衛教訊息是醫護人員重要的職責。加強醫護人員適

用性教材的設計能力是必要的。未來累積更多經驗後，期能發展更適合

中文衛教教材適用性評估的工具，提供醫療專業人員評估或製作適用性

教材的參考。( 完整論文見 58 ～ 68 頁 )

Suitability Assessment of Pediatric Written Healthcare 
Educational Materials

小兒科書面衛教教材適用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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