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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護理人員為醫院重要資產之一，如工作負荷程度高及工時過長會使其身心疲累，影
響工作效率及照護品質，引發小組成立動機。於2016/05/11-05/20調查25位護理人員工
作負荷程度高達103.9分，分析原因為護理人員逾時下班率高及工作滿意度低；解決辦
法以重新規劃外傷科病房白班工作標準作業流程、白班工作內容與組長照護人數配置
、設計外傷科病人照護衛教手冊及衛教指導輔助工具，以及規劃加護病房轉出時機及
流程；專案改善結果有效降低外傷科病房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至47.9分，使白班延
遲下班時間降低及提升護理人員工作滿意度，建議定期檢視修訂各項工作流程，持續
改善護理人員工作負荷，提供護理人員優質之幸福職場。(志為護理，2020; 19:2, 7893 )

關鍵詞：工作負荷、延遲下班、工作滿意度

前 言

嚴重逾時下班，而工時過長致使工作效

因人口老化及急重症病人數增加，

率下降；工作負荷程度高亦使護理人員

醫療照護與民眾需求也日益提升，各醫

身心疲累、滿意度下降及留任意願低，

院面臨護理人力不足，臨床病人嚴重度

導致流動率高，若壓力源持續存在，未

高、出入院快速及臨床作業繁瑣，再加

適當抒發情緒及壓力，亦會造成身心不

上對醫療照護品質的需求，使繁重的護

平衡，以及員工流動率高等不良影響，

理工作更加吃緊，為滿足病人各項照護

直接影響病人安全及照護品質(陳、鄭、

需求，導致護理人員工作負荷增加，或

李、莊、張，2015；鄧，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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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層檢查19.4%、經皮穿肝膽道引流術

部急症、多重外傷病人為主，病情變化

16.0%；平均每月約3.5名病人因病情變

莫測且迅速，逾時下班1小時乃常見現

化轉入加護病房，顯示病人病況多為緊

象，甚至延遲2小時以上，導致資深人

急且迅速變化。

員積極爭取調任他科病房或轉任行政單

二、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調查             

位；然而逾時下班顯現其工作負荷高，

為瞭解單位護理人員對護理工作負荷

使同仁身心俱疲影響照護品質。引發本

程度，依據曾慧萍、鄭雅文於2002年提

專案小組成立動機，深入了解工作負荷

出「工作壓力模型中文版量表」與專案

程度，並藉文獻查證擬定改善方案，提

小組成員討論後，修訂討論後自擬「護

升工作滿意度，營造幸福職場氛圍，維

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調查表」共24題，

護臨床照護品質。

計分方式以Liker 5分法，非常不同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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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位為外傷科病房，收治對象以腹

分、非常同意5分，總分為24-120分，

現況分析

1-48分為輕度、49-95分為中度、96-120

一、單位簡介

分為重度工作負荷；於2016/4/11-4/20調

本病房為外傷科病房，總床數58床，

查25位護理人員工作負荷(已扣專案小組

護理人員共28名，以N4：4名(14.3%)、

成員3人)，調查結果顯示護理人員平均

N3：10名(35.7%)、N2：7名(25.0%)、

工作負荷程度為103.9分，屬重度工作負

N1以下：7名(25.0%)；工作年資2年以上

荷(表一)。

佔77.4%，每班人力配置為白班8名、小

進一步分析25位護理人員之各單題

夜班6名及大夜班4名護理人員。回溯性

總分平均為103.9分，調查結果以「需

調查2015年護理日誌：病人來源以急診

做各式各樣的事」、「工作常被打斷或

佔77.1%、加護病房或其他病房轉入佔

受到干擾」、「工作負擔越來越重」三

14.9%、門診佔8.0%；平均住院天數4.9

項為最高，排序第二名為「工作步調很

天，佔床率為92.5%；每月平均開刀件

快」、「工作有時間壓力」及「常常延

數為81件；主要收治病人前三名為急性

長工作時間」，另「工作過量」、「沒

膽道疾病(膽囊炎、膽結石及膽管炎)佔

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工作」、「工作花體

22.4%最多、其次為急性闌尾炎12.8%、

力」均為排序第三名，顯示出護理人員

胰臟炎6.6%；常見前三項檢查以內視鏡

工作負荷程度高(表二)。

逆行性膽胰攝影最多佔28.2%、腹部電腦

三、護理人員工作滿意度調查

表一 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調查結果 ( N = 25 )
工作負荷程度

人次

平均分數

輕度工作負荷

0

0

中度工作負荷

0

0

重度工作負荷

25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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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改善前調查結果 ( N = 25 )
項目
1.需學習很多新事物

110

2.不須做許多重複性的事

101

排序

87

3.需具有創意
4.需具備高度技術

110

5.需做各式各樣的事

125

1

6.工作步調很快

124

2

7.工作很累人

118

8.工作過量

120

3

9.沒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工作

120

3

10.會被要求做互相牴觸的事

99

11.同事不友善

61

12.同事不會幫忙您

65

13.工作有時間壓力

124

2

14.工作常被打斷或受到干擾

125

1

15.常常延長工作時間

124

2

16.工作花體力

120

3

17.工作負擔越來越重

125

1

18.主管未給我應有的尊重

70

19.同事未給我應有的尊重

62

20.遇困難時無法得到適當的幫助

81

21.容易因時間壓力抓狂

112

22.起床就開始想工作的事

100

23.熟人說我為工作犧牲多

106

24.沒把事做完會睡不好

106
平均

80

單項得分總分

103.9

因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高，進一步

班流程」與「提供良好衛教工具」滿意

了解護理人員對工作滿意程度，專案成

度為最低。進一步訪談25位護理人員表

員依據病房常規及文獻自擬「工作滿意

示缺乏適當工具輔助檢查或手術衛教佔

度調查表」共六題，以Liker Scale 5分

72.0%、交班繁複且時間過久佔88.0%、

法計分，分數越高表示滿意度越高，滿

協助緊急處置導致延遲下班，導致工作

意度以百分比呈現，於4/11-4/20調查25

滿意度低。

位護理人員，調查結果為護理人員平均
工作滿意度僅達66.1%(表三)，達不滿意

四、三班護理人員準時下班之現況調
查

以上部分，以「下班時間準時」、「交

調查護理人員工作滿意度中以下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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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完成護理記錄…等相關工作，顯示其

了解三班護理人員準時下班時間，專案

工作內容繁複。

人員依據本院標準下班時間超過30分鐘
為逾時，擬定「逾時下班統計表」，統

六、護理人員執行白班護理業務工時
調查

計三班人員於下班時間30分鐘後逾時情

為了解護理人員白班逾時下班與工

形，於05/01以資訊系統回溯性調查4月

作內容相關，進一步調查其執行護理業

份25位護理人員下班刷卡時間，結果顯

務工時，依據本院白班工作職責流程與

示平均逾時下班時間為42.5分鐘，以白

內容擬定「工作流程時間調查表」，於

班逾時下班最久平均96.1分鐘(表四)，顯

4/21-4/30以實際觀察記錄25位護理人員

示白班未準時下班最為情形嚴重。

每人每班執行各項護理業務工作流程頻

五、護理人員作業流程現況調查

率(每人執行此項技術計算一次頻率)及

三班護理人員逾時下班以白班最久

平均執行時間，調查結果顯示最耗時且

平均逾時時間高達96.1分鐘，進一步檢

頻率最高之護理業務為書寫護理記錄、

視本院「三班護理人員工作職責」及病

急救、給藥、執行管路照護技術、醫務

房常規中白班工作範圍，經了解白班組

溝通、執行傷口照護技術、執行手術前

長未照護病人，僅協助功能性照護，導

後護理、交班、執行出入院及疾病衛

致其他人員照護病人數增加，而白班工

教、立即性檢查協助填寫同意書正確(表

作內容包括給藥、傷口照護、出入院護

五)。

理、常規及立即性檢查、手術前後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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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準時滿意度最低僅32.0%，為進一步

進一步訪談25位護理人員，表示白班

表三 護理人員工作滿意度調查結果 ( N = 25 )
非常滿意
(人次)

滿意
(人次)

普通
(人次)

不滿意
(人次)

非常不滿意
(人次)

總分

滿意度(%)

下班時間準時

0

2

2

5

16

40

32.0

交班流程

2

3

4

11

5

61

48.8

提供良好衛教工具

6

3

3

10

3

74

59.2

工作夥伴互相幫忙

12

6

4

2

1

101

80.8

工作環境及氣氛良好

14

5

3

2

1

104

83.2

直屬上司給予支持

18

5

2

0

0

116

92.8

項目

66.1

平均滿意度

表四 三班護理人員準時下班時間調查結果 ( N = 25 )
班別

最小值(分)

平均逾時下班時間(分)

140.6

72.0

96.1

小夜班

49.1

12.9

19.7

大夜班

36.4

16.7

11.7

平均

75.4

33.9

42.5

白班

最大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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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護理人員執行白班護理業務工時調查結果 ( N = 25 )
項目

執行頻率(%)

平均時間(分)

排序

給藥

25(100.0)

58.5

3

交班

25(100.0)

36.5

8

測量生命徵象

25(100.0)

20.0

執行出入院及疾病衛教

21( 84.0)

28.0

9

執行手術前後護理

16( 64.0)

40.8

7

執行傷口照護技術

19( 76.0)

42.4

6

執行管路照護技術

22( 88.0)

52.6

4

辦理出院

21( 84.0)

20.0

急救

12( 48.0)

60.5

2

立即性檢查協助填寫同意書正確

18( 72.0)

22.5

10

管路置入及移除

19( 76.0)

20.5

放置留置針

25(100.0)

6.5

導尿

6( 24.0)

12.5

抽血

20( 80.0)

8.0

協助Q2H翻身

11( 44.0)

6.0

8( 32.0)

21.0

書寫護理記錄

25(100.0)

90.5

協助拆鋪、更換床單

11( 44.0)

15.5

處理醫囑

25(100.0)

20.0

醫務溝通

23( 92.0)

45.0

25(100.0)

8.0

直接護理

協助身體清潔、餵食
間接護理

計價

1

5

表六 白班逾時下班原因調查結果 ( N = 25 )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醫師查房時間未固定，導致重新換藥

22

88.0

交班繁複且時間過久

22

88.0

加護病房病人轉出時間於15點後

21

84.0

重複執行出入院衛教及非專業性工作耗時

19

76.0

緊急手術及檢查需衛教指導

18

72.0

重複執行環境介紹

15

60.0

病人病情改變

10

40.0

9

36.0

管路移除後協助縫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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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檢查衛教)；(四)ICU轉出時間接近下

導致重新換藥、交班繁複且時間過久佔

班時間。

降低外傷科病房護理人員工作負荷

逾時下班原因以醫師查房時間未固定，
最高均為88.0%，加護病房病人轉出時間

專案目的

於15點後、重複執行出入院衛教及非專
業性工作耗時各佔75%以上；其他如重

為解決問題並降低外傷科護理人員工

複執行環境介紹及緊急手術及檢查需衛

作負荷程度，故本次專案目標設定為：

教指導，病人病情改變以及臨時處置增

外傷科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48分。目

加，如管路移除後協助縫合作業等，導

標設定理由係依據文獻建議提升工作滿

致白班逾時下班。

意度，維護臨床照護品質，故工作負荷

綜合以上資料，分析歸納外傷科病房

程度應降至輕度48分以下。

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高原因，並繪製

文獻查證

特性要因圖如下(圖一)。

一、護理人員工作負荷與工作滿意度
相關概念

問題確立
依現況分析及資料收集結果，確立本

護理人員「工作負荷」係指在特定

專案主要問題為外傷科護理人員工作負

時間內護理人員照護病人的工作量，其

荷程度高103.9分，其相關導因如下：

內容包含整個護理工作相關活動、護病

(一)外傷科病房護理人員白班平均逾時

比、技術執行，以及病人轉入、轉出

下班達96.1分鐘；(二)外傷科病房護理人

護理工作，因人員不同而有不同的工

員工作滿意度低僅達66.1%；(三)護理照

作負荷感受(莊、顏，2012；Carayon &

護工作重複執行(如環境介紹、緊急手術

Gurses, 2008)。根據曾、鄭(2002)研究之

白班護理人員逾時下班達96.1分鐘

重複執行出入院衛教及
非專業性工作耗時76.0%

加護病房病人轉出時間於15點後84.0%

交班繁複且時間過久88.0%

護理人員工作滿意度僅達66.1%
醫師診視傷口，重新換藥88.0%

重複執行環境介紹60.0%

緊急手術及檢查需
衛教指導72.0%

組長無照護病人數

填寫緊急手術及檢查
同意書耗時72.0%
書寫護理紀錄耗時

缺乏適當工具
輔助衛教

外傷科病房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

人

物

分

103.9
事

圖一 外傷科病房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高之特性要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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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力模型中文版量表」中，主要

為降低工作負荷，首先應檢視各項

測量四個主要面向，分別為工作控制、

工作流程合宜性，如流程繁複可利用

心理負荷量、主管支持與同事支持，分

ECRS(eliminate刪除、combine合併、

數越高，工作負荷程度越高，當工作負

rearrange調整、simplify簡化)為思考基

荷增加，相對影響工作滿意度；而工作

礎，刪除作業中不必要的時間浪費，建

滿意度是指個人對工作性質、工作負荷

立更節約時間、更具經濟效益的作業方

等，所產生心理與社會的一種複雜感覺

式，直接運用並解決問題，其相關概念

及喜好與滿意程度，當個人期待與預期

如下：(一)刪除(eliminate)：首先考慮

的價值產生不一致時，則工作滿意度就

該項工作有無取消的可能性，非必要操

會下降(邱、王、應、江、林，2013)。

作，應予刪除，取消不必要步驟為最佳

二、護理人員工作負荷與逾時下班之
相關

改善方法如不能全部取消，可考慮部分

護理人員除每日照顧所分配之病人數

即屬必要，試著將共通步驟合併，合併

外，再加上病人出入院流量大以至於短

後可以有效地消除重複現象，如將兩個

時間無法適當分配時間，加上手術病人

同性質，合併為同一工作減少重複工作

返室及其他突發狀況如病人病情改變、

省時省事；(三)調整(rearrange)：透過

急救等，導致工作負荷高之逾時(Orique,

改變工作模式，依人、時、地加以調

Christopher, & Woods, 2016)。逾時下班分

整，使工作先後順序重新組合；(四)簡

可控性與不可控性兩類，可控性為當日

化(simplify)：經過刪除、合併、調整之

人力少於平常、參加在職教育、品管業

後，以簡單的方法或高效率之設備來替

務及交班逾時等，研究發現護理人員每

代，使現行流程簡化，以最大限度縮短

次花費30分鐘以上交班，因照護人數越

作業時間(林，2007；花、廖、莊、洪、

多，交班時間越長，因交班無法掌握重

陳、謝，2015)。

取消；(二)合併(combine)：無法刪除者

點，以致交班時間冗長造成逾時下班；
不可控為病人嚴重度高、當日工作量超

84

解決辦法

出平常，如臨床檢查治療多、病情突然

專案小組經現況分析、問題確立及文

變化、護理記錄增加、出入院人次增加

獻查證後，提出合宜解決方案，由專案

及短時間內需提供病人完整照護；另主

小組成員3人進行評分(表七)，選定≧27

治醫師太晚查房、工作規範不符現況、

分以上為解決方案，包括一、修訂【外

非專業性工作過多及工作負荷重或分割

傷科白班工作標準作業流程】；二、重

不明確，不僅工作量增加，亦為逾時下

新修訂白班工作內容與組長照護人數配

班常見原因，甚而產生壓力，導致生、

置；三、製作【外傷科病人照護衛教

心不平衡，影響生活品質(柯、王、許，

手冊】；四、製作【衛教指導輔助工

2016；Chia, Chi, Lee, Liu, & Yin, 2012)。

具】；五、制定【加護病房轉出時機及

三、降低工作負荷之因應策略

流程】等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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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決策矩陣分析表
問題點
外傷科護理人員
工作負荷程度高

原因分析
1.護理人員白班
平均逾時下班
達96.1分鐘

2.I C U 轉 出 時 間
接近下班時間

3.護理照護工作
重複執行

4.護理人員工作
滿意度低-缺乏
適當工具輔助
衛教

對策方案

評價

總分

選定

可行性

重要性

迫切性

1-1.重新修訂白班
工作內容與組
長照護人數配
置

15

15

15

45

◎

1-2.增設輔助人力
配置

13

15

13

41

◎

1-3.增加白班人力
並降低護病比

3

9

3

15

X

2-1.制定【加護病
房轉出時機及
流程】

13

11

13

37

◎

2-2.規定加護病房
轉出於早上11
點前完成

7

11

3

21

X

3-1.修訂【外傷科
白班工作標準
作業流程】

15

13

13

41

◎

3-2.設置專門傷口
照護護理人員

7

11

3

21

X

4-1.製作【外傷科
病人照護衛教
手冊】

15

13

13

41

◎

4-2.製作【衛教指
導輔助工具】

15

11

11

37

◎

註:評價標準依可行性、重要性及迫切性；5分最可行、3分次之、1分為不可行、不重要及不迫切。依據為：3人×中間
3分×3項＝27分，故以≧27分為選定案，◎為選定方案；X為不選定方案。

執行過程

「簡化」概念重新檢視修訂作業流程並

本專案由2016年05月起依計劃期、執

予標準化，經3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後，

行期及評值期三個階段執行，各個階段

制定【外傷科病房白班工作標準作業流

工作內容敘述如下(表八)：

程】，內容包括1.交班簡化：交班前主

一、計劃期(2016/05/06-2016/05/31)

動查閱電子病歷及各類記錄；2.統一交

運用ECRS之概念檢視工作流程並依此
為改變策略進行活動。

班內容：床號、姓名、主要診斷、手術
方式、病史、近3天病況、傷口及用藥情

(一)重新規劃【外傷科病房白班工作

況、檢查及檢驗異常結果、意識程度、I/

標準作業流程】：為有效降低外傷科病

O差異1000ml/24hrs、醫療爭議、異常事

房護理人員工作負荷，邀請相關醫療

件如自殺、跌倒等及其處理結果；3.確

小組成員依據文獻ECRS之「合併」與

認不需特別交班之診斷病人：闌尾炎、
Volume 19 . Number 2 . April 2020 第十九卷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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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降低外傷科病房護理人員工作負荷專案進度表
2016年
5月

工作項目/年月周
1

3

5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1

1

1

1

1

1

3

3

3

3

3

3

3

計劃期
1.重新規劃
【外傷科病房白班工作標準作業流程】 ＊ ＊ ＊
修訂
2.重新規劃
【白班工作內容與組長照護人數配置】

＊ ＊ ＊

3.設計【外傷科病人照護衛教手冊】

＊ ＊ ＊

4.設計並規劃【衛教指導輔助工具】

5.規劃【加護病房轉出時機及流程】

＊ ＊
＊ ＊

執行期
1.宣導並實施
【外傷科病房白班工作標準作業流程】

＊ ＊ ＊ ＊

2.宣導並實施
【白班工作內容與組長照護人數配置】

＊ ＊ ＊ ＊

3.推展
【外傷科病人照護衛教手冊】使用

＊ ＊ ＊ ＊ ＊ ＊

4.提供【衛教指導輔助工具】

＊ ＊ ＊ ＊ ＊ ＊

5.舉辦跨領域討論會宣導
【加護病房轉出時機及流程】

＊ ＊ ＊ ＊ ＊ ＊

評值期
1.外傷科病房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

86

＊ ＊ ＊ ＊ ＊ ＊ ＊ ＊ ＊

膽囊炎、疝氣、憩室炎、甲狀腺腫瘤等

病人抱怨、協助並追蹤各項交辦事項。

五大疾病，除異常問題與糾紛之外；

而白班工作內容整併與修訂(圖二)，因

4.新入院及轉入病人環境介紹統一於

應白班工作繁複且多為緊急處置，依據

15：00執行。

ECRS之「調整」理念整合工作內容，

(二)重新規劃【白班工作內容與組長

擬增設規劃一名功能班人員協助臨床作

照護人數配置】：為降低白班人員工作

業(圖三)，並將非專業事務交由單位輔

負荷與延遲下班情形，在符合護病比標

助人員協助，如出入院之拆鋪床、每周

準下積極爭取人力並分攤白班護理工

醫療用物補庫作業、病房儀器保養、提

作，依據ECRS文獻中「刪除」概念，

領管制類藥品等內容；以調整與簡化概

小組成員予重新檢視並修訂白班人力配

念與主治醫師討論後，如醫師需診視傷

置，取消組長無照護病人改照護3人並重

口提前一天通知護理人員，於當日診視

新調整組長工作內容，其包含協助核對

後執行傷口換藥，避免重複執行換藥處

手術病人完整性、執行緊急醫囑、病人

置，若傷口有變化護理人員直接通知醫

病情改變之急救照護、麻醉藥品管理、

師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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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點滴架，以食物及水圖片呈現，周圍

冊】：為簡化護理人員手術後衛教指導

以紅色圈圈，再以紅色斜線呈現不可進

作業，小組成員與護理長、專科醫師共

食，以協助提醒家屬、病人及相關醫療

同討論外傷科病人手術後衛教指導照護

人員重要注意事項。

內容，並以A4紙張標楷體14號字製作彩

(五)規劃【加護病房轉出時機及流

色圖檔列印，內容包括：鼻胃管及腸造

程】：運用ECRS中合併與調整概念與

口灌食注意事項、尿袋傾倒注意事項及

加護病房主治醫師、護理長共同討論協

磅秤秤重方式圖解說明。

調病人轉出時間與順序，避免下班前一

(四)設計並規劃【衛教指導輔助工

小時轉出，包括早上11：00開始聯繫作

具】：為降低重複性衛教指導工作，簡

業，12：00前確認轉出時間並執行電話

化手術前或檢查前準備作業，降低同意

交班，並於14：30完成所有轉床作業；

書書寫時間，擬設計同意書填寫輔助工

擬於06/11、06/18各舉辦1場跨領域討論

具，以A4尺寸之L型資料夾，比對需填

會，每場45分鐘，地點為外傷科病房會

寫部分，將L型資料夾以刀片割出空格部

議室，由專案人員宣導說明加護病房轉

分，箭頭明確指示須填寫資料處；另學

出時機與流程(圖四)。

習禁煙標示設計圓形禁食小牌掛置於床

Eliminate

點班作業

護理活動
(監測生命徵象、給藥、傷口照護、更
換管路、注射靜脈點滴、住出院衛教
指導、檢查用物準備、手術前護理、
醫師查房、核對並處理醫囑)
Rearrange

午餐時間
Combine

護理活動
(住出院護理衛教指導、轉出/轉入病人
照護、退藥、紀錄攝入及排出量、整
車、檢查後及手術後護理、書寫記錄)

協助非專業護理活動
(如灌食、環境介紹、翻身)

清點每日藥物及
執行晚餐飯前給藥技術

二、執行期(2016/06/01-2016/08/31)

外傷科護理人員工作職責規劃

大夜/白班交接班

Rearrange

降低外傷科病房護理人員工作負荷

(三)設計【外傷科病人照護衛教手

作業內容說明：
以ECRS原則檢
視討論臨床作業
流程如下：

時間

項目

工作項目

08:00-09:00

測量生命徵象

使用自動血壓測量儀測量全病房病人及自動
上傳(除接觸隔離房外)

09:00-10:00

qd換藥

包括PTGBD.PTCD.PIG Tail…..等管路照護

(1)Eliminate取消
組長無照護病人
數改為三人，重
新檢視並修訂組
長工作內容(核
對手術前準備、
緊急手術及檢查
聯繫、協助單位
動態掌握)。

10:00-11:30

緊急抽血及備血

依醫囑執行

血糖測量

依醫囑執行

(2)Combine合併
加護病房轉出病
人及新病人環境
介紹共同執行，
明訂三班術前準
備工作。

執行靜脈注射及管 1.執行靜脈注射留置針
路照護
2.更換到期之靜脈管路
3.計價

11:30-12:00
12:00-12:30
12:30-14:30

白班/小夜交接班

圖二 白班工作內容整併後流程圖

出入院病床整理及 1.拆舖床
新病人(轉床.ICU) 2.通知清潔人員完成病室清潔
用物準備
3.準備新病人之用物(衣服、棉被、表單)
午餐

用餐

新病人之移床

協助病房或ICU轉入或急診病人之
1.移床
2.生命徵象測量
3.管路整理

接新病人(5名)及環 1.主動迎接病人至病室
境介紹
2.新病人環境介紹

(3)Rearrange調
整順序協調加護
病房轉出時間與
順序。
(4)Simplify簡化
醫師查房探視傷
口部分，可預先
告知主要照護護
理師避免重複換
藥。

更換到期之管路及 1.協助單位內所有到期管路更換，包含Foley
引流袋
2.協助更換到期引流袋
3.計價

手術病人返室

14:30-15:00

1.協助術後病人返室移床
2.協助術後病人測量生命徵象
3.協助負責護師針對手術後第一天之病人，將
身上之消毒液清洗乾淨，並更換床單及衣物
4.指導手術後首次下床注意事項
5.指導手術後各類管路照護注意事項

引流液倒除

協助負責護師各類管路引流液倒除

15:00-15:30

血糖測量

依醫囑執行

15:30-16:00

測量生命徵象

急診新入院病人(16:00前)

其他(經組長評估後交付之工作)：如翻身、引流液倒除、PP care、Foley care、on CVP、remove chest tube、
床上擦澡、測量生命徵象、更衣、協助自轉床等。

圖三 功能班人員工作內容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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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導並實施【外傷科病房白班工

反應於執行臨床作業中較無法確實掌握

作標準作業流程】：於06/02及06/05晨會

動態，請當班資深人員協助後表示可順

宣導說明【外傷科病房白班工作標準作

利完成當班作業。

業流程】，應參加人數25名，實際出席

(三)推展【外傷科病人照護衛教手

22名，參與率88.0%，討論過程中將整合

冊】使用：於06/02及06/05晨會宣導並

意見並修訂，製作書面以利人員翻閱，

說明【外傷科病人照護衛教手冊】內容

未參與3名人員予個別說明，小組成員每

與使用時機(圖六)，並將相關內容繕寫

日稽核3-5名人員執行情形，共觀察25位

於單位交班本供護理人員參閱，並於

護理人員，執行率達92.0%，詢問未執行

06/10開始使用執行，小組成員每日觀察

人員表示忘記新作業流程，經提醒後執

並實際詢問手術後病人3名有關術後衛

行率達100.0%(圖五)。

教認知正確性，共詢問30名病人使用率

(二)宣導並實施【白班工作內容與組

達83.3%(25/30)，5名病人表示圖片太小

長照護人數配置】：於06/15舉辦組長會

或字體太小，予重新修正圖片與文字大

議，應出席人數共有17名，出席15名，

小，使用率可達100.0%。

出席率88.2%，2名因參與研討會無法到

(四)提供【衛教指導輔助工具】：於

場予個別說明，由專案小組成員宣導組

06/02及06/05晨會時宣導L型同意書輔助

長職責及工作內容修訂，並將其製成書

填空資料夾(圖七)、禁食小牌及檢查須

面檔，供單位所有同仁詳閱並簽名，完

知掛牌(圖八)並放置於護理站各類標示

成率可達100.0%。執行過程中資淺組長

牌處，提醒護理同仁善用道具減少重複
衛教時間；小組成員實際觀察同仁使用

10:30 Leader電話連絡
確認今日欲轉入病人
11:00前確認各床位轉入順序

相關工具使用率達85.0%，訪談未使用之
護理同仁表示有些檢查同意書與L型同意
書輔助填空資料夾不符合，故小組成員

12:00前完成電話交班

重新檢視各類檢查同意書，並重新製作

14:30前完成所有加護病房轉入

專科常用之L型同意書輔助填空資料夾，

15:00前完成所有轉入病人
環境介紹及轉入後護理指導

圖四 白班加護病房轉入流程圖

使用率可達100.0%。
(五)舉辦跨領域討論會宣導【加護病
房轉出時機及流程】：由專案小組成員

圖五 宣導並實施【外傷科病房白班工作標準作業流程】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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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外傷科病人照護衛教手冊

圖七 L型同意書輔助填空資料夾
於06/11、06/18各舉辦1場跨領域討論

圖八 禁食小牌及檢查須知掛牌
際調查25位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

會，宣導加護病房轉出時機及流程，應
出席人數52人，出席率90.3%(47/52)，
並將討論內容製成會議記錄，提供未

結果與評值
為瞭解專案進行後護理人員工作負荷

參與人員參考，執行過程中，加護病

程度結果如下：

房人員會遺漏通知即轉出病人，導致
25.0%(3/12)病人轉出時間延遲，故修正

一、外傷科病房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
度：

由行政人員協助佔床後立即通知病房人

於08/24-08/31調查外傷科病房25位護

員交班，轉出延遲率為0.0%。

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結果由103.9分降至

三、評值期(2016/08/24-2016/12/31)

47.9分(表九)，較改善前降低56.0分；單

外傷科病房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

項總分平均由103.9分降低至47.9分，較

以「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調查表」實

改善前下降56.0分(表十)，持續監控工作
Volume 19 . Number 2 . April 2020 第十九卷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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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至12/31屬輕度負荷。

以「逾時下班統計表」，於08/21-09/20

二、附加效益

資訊系統回溯性調查25位護理人員下班

(一)護理人員白班平均逾時下班率：

刷卡時間，調查結果由改善前96.1分鐘

表九 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改善前後調查結果 ( N = 25 )
工作負荷程度

改善前平均分數

改善後平均分數

0.0

40.2

↑ 40.2

103.9

0.0

↓103.9

輕度工作負荷

0.0

中度工作負荷
重度工作負荷

52.6

103.9

平均分數

改善前後差異
↑ 52.6

47.9

↓ 56.0

表十 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改善前後調查結果 ( N = 25 )
項目
1.需學習很多新事物

2.不須做許多重複性的事
3.需具有創意

4.需具備高度技術

5.需做各式各樣的事

改善後
單項總分

110

56

101
87

110

125

45

差異
分數
↓54
↓56

45

↓42

58

↓67

53

↓57

6.工作步調很快

124

55

↓69

8.工作過量

120

50

↓70

7.工作很累人

9.沒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工作

10.會被要求做互相牴觸的事
11.同事不友善

12.同事不會幫忙您
13.工作有時間壓力

14.工作常被打斷或受到干擾
15.常常延長工作時間
16.工作花體力

17.工作負擔越來越重

18.主管未給我應有的尊重
19.同事未給我應有的尊重

20.遇困難時無法得到適當的幫助
21.容易因時間壓力抓狂

22.起床就開始想工作的事

23.熟人說我為工作犧牲多
24.沒把事做完會睡不好
平均

90

改善前
單項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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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49

120

41

61

29

99

32

65

50

125

55

124
124
120
125
70
62
81

112

100

106
106

103.9

55
53
50
50
44
34
44

53

50
48
52

47.9

↓69
↓79
↓67
↓32
↓15
↓69
↓70
↓71
↓70
↓75
↓26
↓28
↓37
↓59
↓50
↓58
↓54
↓56.0

「簡化」護理人員交班作業、並減少重

鐘。

複性護理工作、由護佐協助分攤非專業

(二)護理人員工作滿意度：於08/24-

性護理工作；調整白班人力配置，整合

08/31自擬「工作滿意度調查表」，調

並修訂白班工作內容，減少反覆性護理

查表調查25位護理人員工作滿意度，

業務，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度降低至

結果其工作平均滿意度由66.1%提升至

47.9分，並使工作滿意度表示大幅提升

89.8%，較改善前提升23.7%(表十一)。

至89.8%。

降低外傷科病房護理人員工作負荷

降低至38.5分鐘，較改善前降低57.6分

專案進行期間，最大助力來自單位同

三、平行展開：
本專案對於改善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程

仁全力配合使用「外傷科病人照護衛教

度有顯著成效，【外傷科病人照護衛教

手冊」、禁食小牌及檢查須知掛牌、L型

手冊】與【衛教指導輔助工具】擬平行

同意書輔助填空資料夾，減少重複性護

展開至外科、心胸外科、腦外科病房，

理衛教、縮短填寫同意書時間進而增加

由專案人員舉辦教育訓練，並由單位種

照護病人時數。最大阻力為衛教手冊攜

子人員推展到每位人員，共同提升臨床

帶較不方便、紙張易被浸濕及撕毀，經

護理人員於外科手術後衛教指導品質。

專案成員重新修正護貝後使用，並依感
控原則：使用後立即以75%酒精擦拭，

討論與結論

再供下ㄧ位病人使用，避免交互感染，

本專案目的為降低外傷科病房護理人

人員表示病人反應極佳，有利於縮短衛

員工作負荷程度，進而改善延遲下班比

教時間且可重複使用，未固定照護者之

率，提升工作滿意度，小組成員與醫療

病人，亦可重複使用衛教手冊重新執行

團隊共同討論並運用ECRS之「刪除」概

衛教指導，滿意度佳。最大限制為本病

念，重新檢視並修訂白班人力配置，運

房為外傷科，病人急救與病情變化非常

用「合併」與「調整」概念，與加護病

迅速，因此對於緊急應變部分，會因臨

房協調病人轉出時間與順序，結合當班

床病人照護與緊急照護處置需同時處

新病人環境介紹共同執行減少反覆作業

理，導致非緊急處置病人處置被延遲；

流程；運用「調整」理念將工作整合，

建議於病人手術前即可提供衛教手冊供

表十一 護理人員工作滿意度改善前後調查結果 ( N = 25 )
項目
下班時間準時
交班流程
提供良好衛教工具
工作夥伴互相幫忙
工作環境及氣氛良好
直屬上司給予支持
平均滿意度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後差異(%)

32.0

64.0

↑ 32.0

59.2

94.6

↑ 35.4

48.8

80.8
83.2

92.8

66.1

92.8

98.0
92.8

96.8
89.8

↑ 44.0
↑ 17.2
↑ 9.6
↑ 4.0
↑ 23.7

Volume 19 . Number 2 . April 2020 第十九卷 第二期

91

降低外傷科病房護理人員工作負荷

主要照護者參考，縮短術後衛教時間。

曾慧萍、鄭雅文(2002)．「負荷-控制-支持」與

希冀此降低工作負荷程度專案，運用

「付出-回饋失衡」工作壓力模型中文版

ECRS重新檢視目前護理工作流程，進而

量表之信效度檢驗：以電子產業員工為研

改善逾時下班及提升護理工作滿意度，
使病人及家屬能獲得完整且高品質護理
照顧。

432。
鄧素文(2014)．臺灣護理人力概況與解決策
略．護理雜誌，22 (3)，5-12。https://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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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ing the Workloads of Nursing Personnel
at the Department of Traumatology
Tsun-Mei Chiu, Chen-Chan Kuo*, Chiung-Lan Lin**, Sin-Ying Wu***, Chiu- Tzu Lin****

ABSTRACT

Nursing personnel are essential assets for hospital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fatigue

caused by their heavy workloads and long working hours affect professional efﬁciency and
nursing quality, prompting the creation of a task force. Research showed that from May 11 to
May 20, 2016, the workload scores of nursing personnel reached 103.9, meaning that nursing
staff worked overtime and experienced low levels of work satisfaction. The solution proposed
by this study was to amend standard working procedures for day shifts at the department
of Trauma and Emergency Surgery, allocate the nurses manpower and supervision by head
nurses for day shifts, design an acute care surgery handbook, and plan the schedule Surg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patient transfer processes. This project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workload
score to 47.6 for nursing personnel at the Surgical Ward Department, reduced overtime
working on day shifts, and improved work satisfaction levels. Every working process should
be reviewed and revised to continuously ameliorate nursing workload and provide nursing
personnel with a high-quality work environment and happiness.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20; 19:2, 78-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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