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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開示

Dharma Master's Blessings

記憶中的身影
In Memory of Ms. Chih-Hui Lin, the Most
Senior Nurse of Tzu Chi Medical Mission
在今年花蓮慈濟醫院三十四周年院慶大會中，看到我們的醫療已做到尊重
生命守護愛，甚感欣慰。還有來自國外的畸形腫瘤個案誠摯表達感恩，醫療
團隊能幫助他們恢復亮麗人生，重建美好的未來，功德無量，心中感恩說不
盡。
近四十年前起心動念想蓋醫院，喜見今日的醫療成就，也不禁回想起從最
初就投入的醫界人士，不論是杜詩綿院長、曾文賓院長或楊思標教授，當年
的身影還記憶猶新，然而時間總會過去，他們從中年到老年，甚至已經見不
到了。很感恩他們用愛付出，成就慈濟醫院在花蓮，這段因緣很深，我很懷念。
又如林阿姨——護理部林智惠顧問，雖然她在數月前已往生，但是感覺她
的笑容仍在我心中，也很佩服她的待人處事。記得當時她才從臺大醫院退休，
經杜院長介紹而受聘過來，還募到幾位護理人員同行。
早期我幾乎天天到醫院，最喜歡繞到供應室，還沒進門就會聽到笑聲和音
樂聲。他們工作很用心，一包包器械整理得非常整齊，林阿姨會向我解說，
每位醫師開刀的「手勢」不同，要讓醫師伸出手就能拿到所需要的。
啟業之初很克難，沒有宿舍，有些工作是在靜思精舍準備，如棉花也是，
所以林阿姨常提醒：「這要省，那也要省。」慈濟從克難起頭，醫療的早期
也是如此，許多善心人士點點滴滴累積，護持慈濟建起醫院，所以希望年輕
的醫護同仁能用感恩心回饋。如今我們的醫療品質已提升到國際級水準，但
是同樣不能浪費，要愛護一切物命，讓這一分精神永恆傳承，這就是美德。
慈濟醫院已經邁向第三十五年，要感恩的人真多。回憶過去在克難時期就
來幫忙的菩薩，感恩這一路陪伴，他們也將永遠活躍在我的腦海中。

釋證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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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Editorial

教學創研
終身學習
Nursing & Teaching Innovation,
Life-Long Learning
◆ 文 ︳羅文瑞  慈濟科技大學校長

慈濟科技大學以醫護相關科系起家，學生畢業後，多以醫護相關行業為職涯
首選。對於護理教育理念，慈濟科技大學一貫抱持著：(1) 增加學生主動學習的
能力；(2) 建立終身學習觀念的能力；(3) 強調臨床與基礎整合教育；(4) 重視社
會關懷及人文素養，醫學人文教育的強化。
醫護教育是一道漫長而繁複的過程，亦是需持續不斷終身學習的歷程。面
對網路時代，關於醫療技術、醫療服務以及細分各照護專科的大量資訊流通，
醫療知識常需大量快速累積，健康知識的學習充滿「即時」性，此教育處境促
發對傳統課程與教學方法其教學核心價值的省思，避免「以過去的知識教現在
的學生應付未來的問題」，護理系很早就投身於這種新式護理教育改革。早在
2003 年推派了護理系湯麗君等三位教師至加拿大受訓，帶回問題為導向的學
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方式，改變傳統教學方法，當時此新的授課
方式，除了教授學生知識與技能以外，達到培養學生主動的批判與反思能力，
培養出照護病人的嚴謹態度、評估分析思考疾病的問題以及維持人類健康複雜
系統的能力。自此以後，舉凡醫護教育常見教學 TBL、CBL、OSCE 或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高階醫學模擬人、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 等創新教
學方法與輔助設施，接續運用在護理專業課程，教師學習不能有片刻停滯。
為避免老師們面對教學創新的抗拒、缺乏資源和時間，學校鼓勵教師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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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深度研習等以增加實務了解，充實教學內容，利用職場學習 (workplace
learning) 的方式，把握工作場所的學習機會，運用包括正式的在職進修、研習、
訓練及非正式的自學等，由工作中整合學習。學校的實質支持策略與執行情形
則為訂有「獎助教師參加研習辦法」、「教師深度實務研習與深耕服務辦法」、
「教師研究計畫補助辦法」、「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教師學術論文發
表補助辦法」、「學術能力諮詢辦法」建立教師專業社群等等，鼓勵老師發展
其專業教學知能、實務能力與研發能力。單就 107 學年度校外研習，護理系 80
名教師，補助人次高達 1,157 人次。
雖然護理教育方法蓬勃發展，技職教育對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優質人
力，依人們現今對於環保、健康的訴求愈來愈重視，以健康、環保為概念的創
新商品也具備創業契機。但綜觀臺灣研發、創新、創業的環境與氛圍，仍不及
美國、法國、以色列等國家，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曾說：「創意不會無中生有，
而是來自於經驗。」目前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師生的研發作品，老師帶著學生
參加很多創新、創業競賽，作品多是從日常生活、教學現場與臨床實習時發現
問題而得到靈感，進而運用所學解決問題而生。例如醫護部分，師生研發更安
全便利的照護用品，如：安全針具、滑動式零殘氣加藥閥、輸液止逆裝置及磨
藥切藥裝置等，打造更安全的工作環境，提升工作效能與臨床照護品質。日前
與花蓮慈濟醫院共同推動專利與技術轉移媒合活動，期盼能與醫療體系、教育
體系、產業界共同合作，透過專利技術移轉，有機會將研發商品化，造福人群。
慈濟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持續推動產學合作與創新研發，提供學校資源，鼓勵
師生研發專利技術、參加競賽，增加作品的曝光機會，讓更多人看見護理人才
的研發能量。
護理教師專業知能的提升與教學能力的改進提升，係一循序漸進的歷程，臨
床必須面對醫師與病人及病人家屬的護理師，除了要學習日新月異的醫療科技
技術，還必須處理看似永無止盡的行政工作，但在院方或校方支持下，護理人
員與護理教師在專業能力上必能保有與時俱進的學習，勇於改變的熱情。然而，
社會環境與政策改變考驗教師的專業，很多職業都面臨 AI、機器人取代的危機，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教育則持續培育學生關注人文素質，「人性的溫度」是不可
取代，不能改變的關鍵要素，培育出有溫度的護理師，才能讓醫病之間充滿溫
馨，人間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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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From the Editor

護理與永續
Nursing to Sustainability
◆ 文 ︳章淑娟

因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控制得宜，臺灣護理學會 (TWNA, Taiwan Nurses
Association) 和國際護理協會 (ICN,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共同主辦
的國際研討會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如期舉辦，一共 22 個國家地區，2,177
位護理師共同與會，雖然因為疫情關係，國外參與人數較少，但也有 149
人親自或線上與會，臺灣的護理人員親自參與者有 2,028 人。YouTube 直播
大會堂演講瀏覽人數共約 3,000 人次。最特別的是全場全程全員戴口罩並保
持社交距離，此次邀請各國分享其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之因應之外，還有
ICN 理事長及執行長演講，另邀約主題演講，其中包括慈濟四大志業主管的
「Nursing to Sustainability」。
臺灣護理學會和慈濟的合作，源自於 2017 年臺灣護理學會承辦亞洲護理
人力論壇，共有十個國家地區參與，會中邀請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演
講「綠色醫院」，該次演講中，林執行長提到環保節能並邀約大愛感恩科技
公司一同演出環保服裝秀並展示寶特瓶製作的各項生活用品，用回收的寶特
瓶製作的時裝既環保又實穿，當場讓各國與會者讚歎。本次國際會議再續前
緣，年初在執行長領導之下邀請臺灣護理學會理事長王秀紅、祕書長陳淑芬
和國際事務組組長莊子嫻一同到臺中靜思堂拜會證嚴上人，希望此次在臺灣
舉辦的國際會議上能為環境永續盡一些心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參訪靜思堂
期間看到志工師姊們用回收塑膠袋精心製作的胸花，於是立即響應環保，於
國際護師節慶祝大會的資深護理人員胸花使用環保胸花。王理事長的立即行
動，著實令人感動。接棒的陳靜敏理事長繼續將環保行動落實在此屆國際護
理會議，提供的大會袋及會場文具用物皆為環保再利用新製的物品，連大會
志工的背心和工作人員的工作服 Polo 衫，也都是回收寶特瓶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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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開幕式結尾的服裝秀，由大會籌備委員演出，他們用很短的時間演
練的走秀仍是有模有樣，各個委員穿起環保服裝，儀態顯得清新端莊、氣質
非凡。除了服裝，還有環保防眩光眼鏡、防護罩在疫情期間也很應景，另有
太陽能 LED 遮陽帽，除了日間遮陽之外，也能增加在夜間行動的安全性，
彈性襪則是在八仙塵爆時開發燒傷病人彈性衣而發展出來的……經過主持
人一一介紹，引起全場很大的迴響。
隔日我穿上自己三年前購買的大愛感恩科技服裝參加國際會議，簡約中
不失優雅，很多與會學員詢問，可惜已經絕版。看到環保服儀也能展現人文
之美，多位委員也在會議間的休息時段到大會展示區域的大愛感恩科技攤位
參觀，攤位本意是希望傳達環保理念，喚醒大家愛物惜物，並沒有要販售產
品，但拗不過大家的熱烈要求，只好開放與會者試穿訂購。
由慈濟四大志業主管接力演講的「護理之永續 ( Nursing to Sustainability)」
特別演講之中，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分享了素食的研究實證，我們也推薦
所有護理師學員們親身嘗試，了解茹素、蔬食對個人健康，甚至社會經濟的
益處。
林執行長的簡報列出研究成果數據，實證素食對健康的益處，包括減少
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膽結石和痛風，此外，全民健保對慈濟素食者
比一般大眾少支出 25% 的醫療費用。因此，我們應該鼓勵以植物為基礎的
飲食，不要殺害牲畜性命。疫情的爆發，人類需要省思與動物結良好關係，
而非殺害動物滿足口欲，人類文明宜從素食開始實踐。
這次的國際研討會，剛好全世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籠罩之下，國外學者
未能親身參與，但大家共聚一堂，透過視訊能彼此分享護理在此疫情期間的
經驗，並且不減護理師們對學術研究的追求，護理人員的上進心可見一斑。
大會共 15 場 Concurrent Session (85 篇摘要 )，1,105 篇實體海報及 597 篇
電子海報之研究成果發表，其中以長庚體系護理師發表數最多，慈濟體系四
個區域醫院以上院區和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兩校師生共發表 58 篇，護
理人員總是為照護品質改善而努力，所謂「深入苦難，讓苦難者得福」，護
理師透過用心的照護，看見個案的需要，進而解決其問題，滿足其需要，將
努力的成果整理出來發表，就能得到學習與成就感，同仁因此也受到激勵，
就能堅持其初發心，並將此傳承，成為善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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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袍vs. 白衣

White Coat vs. White Uniform

醫護合作 貼近需求
Practitioners & Nurses Cooperation Get Closer
to Patients’ Needs

我是慈濟大學醫學系畢業，目前在慈濟
醫學中心擔任臨床研究醫師的工作。根據
我過去在家醫科訓練過程的經驗裡，家醫
科醫師的工作與業務範圍都和護理師有非
常密切的合作關係，舉例來說，醫院內的
健康檢查服務，包括高科技健康檢查、門
診一般體檢、全民健保的成人預防保健及
健康篩檢、員工及勞工的健康檢查等業務
與異常個案的追蹤；其他如安寧療護、居
家照護等業務，與護理人員的工作都有著
非常密切的合作關係。
就以家醫科合作的業務中，安寧病房
的護理師要比醫院其他病房護理師角色
與功能要重一些。例如，家醫科醫師每
天早上都要和安寧病房的護理師和社工

盧星翰  
花蓮慈濟醫院
家庭醫學科醫師

一起開會，討論病人的狀況。家醫科醫
師參考護理師和社工照顧病人過程和工
作經驗，藉以發現病人的問題，並一起
做病人問題探討和做問題解決方案等等。
感覺在安寧療護工作上，家醫科醫師比
較注重與護理師及社工師等醫療團隊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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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星翰醫師扮演耶誕老人，和醫護團隊一
起祝福心蓮病房病人及家屬平安幸福。

合作，團隊成員比較不會有不敢向醫師反映或提出建議等現象。
另外一個例子是居家護理，我們都相信居家護理師對病人及家屬的了解程度，
不亞於醫師。而醫師也需要居家護理師提供平時照顧病人時發現的病人的問題，
及目前病人的最新情況等資訊給家醫科醫師，讓醫師能更完整了解病人的各個面
向。這樣，才有辦法把病人照顧得更好。
至於合作的護理人員中，護理人員在各領域都有很強的角色與功能。個人覺得
護理師在執行這些工作時最強的地方，是非常透徹了解病人各層面的狀況。
基於護理師和個案及家屬相處時間較長，因此，護理師會比其他團隊成員更了
解病人的狀況，更知道病人和家屬的需求是什麼。另外，護理師和病人及家屬建
立的密切關係，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仰賴順暢的溝通方式與管道。據我所
知，護理師和家屬及病人都會互留通訊聯絡管道，如留 LINE 或電話號碼。在任何
時間，不管白天或黑夜，更不論假期或上班時間。只要病人或家屬有疑問時，就
會主動聯絡居家護理師，討論及諮詢自己或家屬的問題並獲得解決。
護理師團隊成員與病人及家屬相處久了，自然而然，可以獲得病人及家屬的信
任，醫療團隊可更全面了解病人情況和問題，這樣當然就更了解最新的病人狀況
的訊息。如此的照顧關懷，有視病猶親的醫護團隊溫馨照護，當然可以更貼近病
人的需求，重要的是，把病人照顧得更好。
由家醫科醫師的觀點來看，護理師在居家或安寧或院內各種健康檢查工作上，
扮演了重要的溝通、協調、諮詢，並實際參與病人照護等的重要角色功能，努力
為照顧好病人及家屬貢獻心力，謝謝白衣大士護理師的付出。（採訪整理／林珠
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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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故事

職場學習
精進趣

About the Workplace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Tzu Chi
Nursing Professionals
談 護理人員職場學習經驗

封面故事

職場學習

精進趣
■ 文 ︳李崇仁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學姊，我還記得我一年級實習的時
候給妳帶，所以二年級時我就想要留在
這單位工作。」

的素養。
簡單的說，職場學習就是工作場所
的學習，可以是正式的研習課程、訓練

『對喔！我想起來了，妳是 5+2 產學

班、在職進修，例如學校二技在職班或

專班的學妹，一週工作 3 天，我們都很

碩、博士班在職生等，也包括非正式的

羨慕妳呢，有 2 天可以回學校上課，喘

自學，例如語文、溝通、互動分享、網

口氣，真好。』

路學習、讀書會等。職場學習是一種過

「學姊，我壓力很大耶，單位要學的

程，持續經驗的累積，在不同領域中個

東西很多，加上學校的作業，還好有學

人適應與外在環境之間的轉化，是創造

姊跟老師可以指導我。」

研發學理與實務的過程。本次問卷回覆

『不過妳那時候鬧了笑話，問妳 WBC

來自慈濟醫療志業七家醫院護理同仁，

正常值，妳回答 5 萬到 8 萬，我們都笑

有效電子問卷計 1,414 份。基本資料在

到翻掉……』

21 至 30 歲年齡層護理人員占本次調查

「學姊妳怎麼『醬』，去年剛畢業到

人數 52.9%，對於護理新血而言，正式

單位很緊張，覺得臨床很可怕，所以才

與非正式的職場學習有其必要性，而目

會口誤，是口誤啦。」

前醫院服務年資在 5 年以上占 46.3%，

『其實學妹妳很優秀啊，二技還沒畢
業，單位的工作就很上手了。』
「是學姊帶得好啦，我也很羨慕學姊
下個月要去 ICU 交叉訓練。」

此階段同仁對於單位工作熟稔，肩負單
位教學與臨床實務，突顯出職涯規畫對
護理同仁的重要，逐步建立自我對護理
的自信與成就。

『護理是需要一直學習的工作呀，一
起努力囉！』
「五加二專班」是政府為落實人才培
育並強化教育與產業的聯結，推動技職
再造計畫，縮短學用落差的新式教程，

終身學習在護理的職涯發展扮演重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五加二專班已有畢

要的角色，第一題詢問職場學習的類型

業生正式進入職場，等於是「職場學習」

中，近五成同仁曾經或現在選擇在職

也多了一種方式。

進修，其次依序為「單位交叉訓練」

「職場學習 (workplace learning)」是
工作場所的學習機會與活動，本期問卷

16

近五成在職進修  
單位交叉訓練、學會研習、
專業科別各三成

32.2%、「 學 會 研 習 」30.8%、「 專 業
科別訓練」29.0%。

嘗試了解臨床護理同仁關於職場學習的

護理的交叉訓練或跨單位支援時，經

經驗與感受，提供醫院與學校方未來職

由不同科別的知識、學理、技能的激盪，

場課程規畫的參考，活化同仁終身學習

病人或家屬的回饋中，確實能夠啟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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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工作科別屬性

人數

%

人數

%

內科

257

18.2

女

1,331

94.1

外科

217

15.3

男

83

5.9

小兒

50

3.5

1,414

100.0

婦產

53

3.7

人數

%

290

20.5

功能小組

24

1.7

血液透析室

60

4.2

手術室

89

6.3

門診

195

13.8

心蓮

26

1.8

行政

29

2.1

精神科

42

3.0

其他

82

5.9

總計

1,414

100.0

人數

%

總計

年齡

急重症

7

0.5

21-25歲

494

34.9

26-30歲

255

18.0

31-35歲

183

12.9

36-40歲

205

14.5

41歲以上

270

19.1

1,414

100.0

人數

%

1,126

79.6

副護理長

48

3.4

護理長

58

4.1

督導及以上

21

1.5

個管師(功能小組)

52

3.7

109

7.7

1,414

100.0

≦20歲

總計

職務別
護理師／士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總計

目前服務醫院的年資

Network

AC
B

Language

≦1年

153

10.8

1.1~2年

222

15.7

2.1~3年

166

11.7

3.1~5年

218

15.4

5年以上

655

46.3

1,414

100.0

總計

5+2

Clinic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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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職場學習

精進趣

仁的潛能，從而獲得更多的廣度、深度

有 25.2% 選 擇「 自 尋 教 材 自 主 式 學

與創造力；而「學會研習」與「專業科

習」，表示有些護理人員有自己找答案

別訓練（例如急診、重症訓練、個管師、

的習慣，也落實終身學習的核心素養。

血液透析等）」也分別占三成多或近三

四分之一的同仁自尋教材自主式學習，

成，顯示護理人員結合自身現有的觀念

而且一成的同仁參與讀書會，顯示職場

與實務經驗而創造出突破性的成長，找

學習不僅推動護理專業繼續教育、二技

到自己人生成長的方向，深化並跨出自

在職進修實習課程等正式課程，更激勵

己原本熟悉的專業領域，藉由職場學習

同仁終身的、持續不斷的學習，成為個

培養不斷學習。

人生命過程的專業發展，因應時代變遷
與醫療環境新需求，增進適應力與創造

1

力。

請問您的職場學習類型是屬
於？ ( N = 1,414，複選 )

在職進修

48.0 %

五加二專班
邊學邊實作取得護理入門學位
特別的是本次回覆「五加二產學專
班」有 32 人，雖僅占 2.3%，但是藉由

專業科別訓練

29.0 %

( 例如急診、重症訓練、個管師、血液透析等 )

醫院與學校的產學合作，能夠提供多元
化的學習管道，營造在職場學習的普遍
性、可近性、友善的終身學習環境，也

5+2 產學專班

學會研習

32.2 %

10.0 %

自尋教材自主式學習

其他

18

學習活動時更靈活有彈性。

30.8 %

單位交叉訓練

讀書會

可以讓跨學科的學習更方便，在職場的

2.3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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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

2

請問您會參與職場學習的動
機是什麼？ (  N = 1,414，
複選 )

個人興趣

40.3 %

追求臨床專業

學會積分

55.1 %

同仁間激勵

其他

56.4 %

15.8 %

2.5 %

想追求更高的專業度
學會積分也不能忘
護理業務範圍廣，工作內容差異大，
在詢問參與職場學習的動機這一題，最
高比例是「追求臨床專業」56.4%，緊
跟在後的是「學會積分」55.1%，其次

至今護理五加二產學專班學生已有畢

是「個人興趣」40.3%。整體而言，「追

業生進入職場。五加二產學專班採在職

求臨床專業」、「學會積分」與「個人

進修模式，每星期在校上課 2 至 3 天以

興趣」決定了職場學習的動機，因此，

及一週上班 3 天，將學校課室與醫院單

在規畫相關課程或實作時需要整合多樣

位相結合做課程，五專所學的基本功加

化的學習設計，性別、年齡、服務年資

上需考取的護理師證照、欠缺的臨床經

與單位科別延展性不同，為符合同仁需

驗，護理五加二產學專班將這一塊補起

求，除基礎外更需要適當的廣度與深

來，培育出來的不只有專業知識、技能，

度，融入多元化與創新的設計，除了實

職場態度、團隊合作與抗壓性，做中學、

務與學理的結合，藉由職場學習開創第

學中做，能夠明顯的累積實務經驗，幫

二專長，提升職場的創造力，對個人、

助專班學生了解醫院所需的就業能力，

單位都能受益。

還有單位學姊指導，盡早建立正確的工
作態度與職場倫理，在不同單位、科別
實習時可以探索未來的職涯發展方向，
提早適應工作環境，縮短進入職場的摸
索時間。

學習方式各有偏好
重視理解與實務體驗比例高
職場學習經驗中，超過五成同仁偏
好理解的學習方式，其次是「實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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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您個人偏好的學習方式
是什麼？ ( N = 1,414，複
選至多 3項）

學習」38.0%，經歷親自參與及模擬實
際情境的學習是目前較受歡迎的學習型
態，可見實作還是最有助於學習的吸收；
緊接著是「講師整理重點」37.6%，更

偏好理解

突顯教師的功力是學習有沒有成果的核

52.0 %

傾向記憶背誦

心，包含所準備講義、教材、多媒體或

9.2 %

教具應用的重要，以簡要圖文或多元化
的方式來幫助學習。
「同仁間討論」28.6%，而「喜歡自

喜歡自己統整分析

25.5 %

己統整分析」和「以講義或課本為主」
都是 25.5%，可見護理同仁們也是各有

需要講師整理重點

37.6 %

以講義或課本為主

25.5 %

喜歡的學習方式，這也是職場學習的好
處，有很多不同的學習模式可以挑選。
「偏好記憶背誦」比例較低，9.2%，提
醒學者或講師在職場學習過程可以廣泛
運用圖畫、符號或圖表，將較為複雜的

會延伸學習

同仁間討論

16.8 %
28.6 %

實務體驗學習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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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關鍵字轉化圖像，例如概念圖、
心智圖等。

病人或家屬的態度等，成為影響職場學

最困擾是下班後疲倦與課後作業

習的關鍵。其次是「需要寫作業或書面

至於什麼原因造成護理同仁在職場學

報告」43.9%、「下班後的時間規畫」

習時的困擾，第一名是「下班後疲倦」

41.7%，因此，不管是作業造成的困擾

(69.4%)，這部分可能與目前臺灣的護

或是時間管理因素，如何結合職涯規畫

理環境有關，病人病情變化、超時工

與終身學習？是的，藉由有效的學習可

作、單位人力不足、輪三班、文書作業、

以透過過去成功的學習經驗，加上實際

4

工作經驗的發展過程，讓自己的專業能

會造成您在職場學習的困擾
是什麼？ (  N = 1,414，複
選至多 3項 )

力更為成熟。
醫學知識與護理專業不斷進步，使得
護理師進修學習成為常態，舉例來說，
像是外語的學習，有些同仁可能剛開始

下班後的時間規畫

41.7 %

需要閱讀很多資料或文獻

37.3 %

覺得英文很難，慢慢地參與了一些國際
交流的活動，漸漸地對於使用英語溝通
產生興趣，主動利用下班時間參加英語
聽、說、讀、寫訓練班，練習再練習，
讓自己在職場上有更多的選擇，體驗到

需要寫作業或書面報告

不知道找誰討論

43.9 %

9.6 %

在他人面前進行口頭報告

上課或念書容易分心

下班後疲倦

其他

0.8 %

9.3 %

69.4 %

缺乏經費的支持

15.1 %

12.0 %

與人溝通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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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態度強化學習意願
不僅職場提供及發展各種學習機會，
行政院育才、留才、攬才的策略以縮短

5

對於醫院或學校提供的學習
資源，整體而言您感到滿意
的項目是？ ( N = 1,414，
複選至多 3項）

學訓考用落差，強化教育與產業的連結
落實人才培育，推動技職教育再造強化

授課老師教學認真且專業

產學實務連結，累積職場實務經驗與培
養職場適應能力。至於對於醫院或學校
提供的學習資源，請問護理同仁感到滿
意的項目，前三名依序是「授課老師教

資深同仁的關心
並提供相關輔導

41.7 %

28.6 %

學認真且專業」、「符合工作上需要」、
「同仁或學姊、學長相互討論」。為了

同仁或學姊、學長相互討論

加強職場學習的成效，我們可以先學習
跳脫熟悉的環境，透過不同的學習過
程，導入自己的學習經驗與生活體驗，

提供多元課程選擇學習及
研究資源充足 30.1 %

逐漸發展出適應自己工作、單位需求與
個人興趣結合的方式，職場學習的經驗

課程內容豐富實用

加上觀察、溝通、反思、勇於接受挑戰
等統整的過程，能夠促使自己獲得獨特
的自我價值感。

符合工作上需要

其他

1.8 %

20.4 %

40.5 %

36.2 %

6

您希望職場學習能帶給您的
收穫是？ ( N = 1,414，複
選至多 3項）

了解自己的能力，認識自己的優勢與劣
勢，認識目前醫療環境的現況與要求，
思考自己現在該做什麼與想要達成的目
標，抓緊醫院培訓的機會。

獲取專業知識

以護理臨床教師為例，醫院會辦理提

62.7 %

將所學的專業知識或
技能應用於臨床實務

升教學技能的培訓課程，內容包括教學
技巧、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溝通、輔

58.6 %

處理問題的經驗與能力

46.7 %

導、創新教學、教學經驗分享等課程，
通過醫院評核後，成為護理臨床教學師
資人才；或是利用工作之餘持續進修學
習，讓自己在單位內具有影響力，不僅
在專業上展現個人工作能力，也能夠帶

培養理性思考的能力

腦力激盪多元想法

22.1 %

13.0 %

動學弟妹，鼓勵勇於創新。
職場學習需要科部間、跨院校的支
持與服務，專業知識技能輔導、多元化
職涯規畫等，同仁可以參與適合的研習
活動課程，醫院端、學校端可以協助同

溝通表達的能力

19.6 %

仁認識學習資源以及相關資訊。在學習
的過程會有一些個別的問題與需求，單

傾聽、尊重別人的意見

其他

20.9 %

0.6 %

位或學校可以提供完善的輔導機制，在
適當的時間、職場環境提供個別性的諮
詢。學習過程也需要適度的協助，包括
學習方法、學習技能，必要時提供充分
的課程支持，例如醫護間緊密的合作提
供專科護理師考試前輔導班，醫院能夠

樂於學習精進  
接受新挑戰提升能力

留才育才，也能夠增進同仁學習成就。
護理部辦理多項鼓勵措施與資訊服務，

問卷最後一題請問護理同仁希望職場

對於正式的在職教育或非正式的多元學

學習能帶來的收穫，比例最高的前三項

習，提供相關獎助與服務。慈濟志業跨

依序是「獲取專業知識」、「將所學的

院校整合對職場學習的服務，提供同仁

專業知識或技能應用於臨床實務」、「處

個別性的需求，在職場上遇到困難、面

理問題的經驗與能力」，結果顯示我們

臨抉擇時，幫助同仁強化專業、擁抱自

同仁能夠隨時接受新的挑戰就是學習，

信，讓護理專業更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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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

+ 就業 > 2

Academic Education + Clinical Practice >2
■ 文、圖 ︳洪玉龍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講師

教育部為解決產業缺乏人力與技職校院學生以升學為導向之問題，鼓勵產學攜手
打造教學實習合作之平臺為「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目的在培育符合產業需求之技
術人才，所以結合五專與二技縱向之進修管道並與產業界攜手合作。慈濟科技大學
五專應屆生銜接二技，再加上花蓮慈濟醫院就近的工作崗位實習、津貼，提供學生
升學與就業機會，建置業界與學校緊密之教學實習合作平臺，結合證照制度，發揚
技職教育「做中學、學中做」之實務教育特色。

相信自己的選擇，專心做好一件事
訪問了現在在花蓮慈院身心科和內科加護病房服務的五加二專班畢業生林麗屏和
尤鈺媚，一致認為當初選擇五加二是正確的。
從五加二專班畢業已在花蓮慈院身心科病房工作 3 年的林麗屏，說起當初選擇的
原因：「大家一定很好奇我為什麼會選擇這種升學管道吧！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
想法和衝動，讓我覺得在面臨國考壓力下，只需要用在校成績報名，就可省去準備
二技考試的過程，為何不嘗試看看呢？！那我也意識到第一次試辦未來本就會有未
知的考驗，也曾擔憂過。但我願意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學校師資，加上家人和老師的
支持，再多的負評也比不上我自己的決定，最後衝刺把全部心力放在考取護理師證
照上。」

轉換角色，調整心情
考取證照後面臨學期的開始，其實最大的改變是轉換身分，專科以前都是學生、
實習生的角色，但現在必須面臨如何勝任護理師的角色，而這樣的學習路程，雙方
面是互相影響的，有時候是課業壓力大，有時候是臨床工作忙；對於課業壓力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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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的磨練都可熟能生巧的因應，但臨床工作卻是特別難的地方，因為臨床學姊對
於五加二專班學生們的要求高，同等於新進人員的訓練。麗屏記得有一次在外科病
房實習，因為每天手術病人多，忙到沒時間吃飯，吃飯也就幾分鐘，某天胃痛到不
行，結果是急性胃炎，也領悟到就算忙碌也是要善待自己的身體，而在醫院的甘苦
談都只能下班後和室友閒聊抱怨，說出來才知道一樣有身歷其境、感同身受的感覺，
互相加油打氣度過煎熬的時候。

關懷陪伴度過關卡
升上二技二年級開始是固定單位實習，自己也從各科的實習感受，最後依選擇待
在自己喜歡的單位，臨床上學姊盡其所能協助從基礎到獨立照護，遇到困難的時候，
臨床教師也會抽空私下會談，問問最近上班的狀況，雖然每次會談總是淚流滿面，
感動的是單位學長姐包容及關愛，總是能同理在這過程中的辛苦。很慶幸的是還好
選擇五加二，因為當初的決定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也造就最後能待在喜歡的
單位工作，感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了解自己，回頭釐清初心
其實求學過程中，得知學校將有第二屆五加二產學攜手專班，參加後也曾受邀向
學弟妹們分享進行式的心路歷程，也比較與日二技及在職進修的不同，現在花蓮慈
院內科加護病房服務的尤鈺媚說，選擇總是殘酷的，分享的最後給了學弟妹一句話：
「要問問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麼？」如果你能夠回答，就算再多的意見都不足影響
你的決定，就算過程真的很辛苦，但最後你會為你的決定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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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職場 EQ 軟實力
Cultivate Soft Skills in Workplace
■ 文、圖 ︳郭育倫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幾個月前得知我很疼愛的一位畢業生，因無法適應臨床護理工作罹患了憂鬱症，
留停三個月仍未見起色便轉職了。類似的狀況近幾年時有耳聞，也常聽臨床主管提
到：「我們帶新人帶得好辛苦，費盡洪荒之力訓練人才卻留不下來，或許課程規畫
可以有所調整，讓學生及早適應臨床？」
對職場新鮮人來說，脫離學校舒適圈，初進入臨床工作，確實需要某些歷練與學
習。他們要面對許多壓力，甚至經歷挫敗，光是憑藉自己的意志力，鍛鍊膽量與適
應環境的韌性，然後破繭而出，或許不夠。因而近幾年在學校護理人才培育課程中，
做了些改革，讓護理學生在有限學程中發揮最大學習效益，以縮短未來踏入職場可
能面臨的適應不良症候群。因此，護理系的課程規畫，除了目前既有的課室學習、
實作課程，以至臨床實習訓練外，還有一個空間；也就是讓學生不僅學習知識技能
與臨床應用，還要能「適應」職場護理工作，培養學生的「職場 EQ 軟實力」。
幾年前，我任職系上的教學組長，經手「無縫接軌臨床實務五加二護理專班」計
畫，深深體認到教育和學習可以很多元。當時系上團隊嘗試跳脫舊有框架，將此專
班課程設計為每週兩天在校上課、三天在職上班之職場學習模式，提供學生教室外
之臨床真實情境的經驗學習；除了強調理論知識與實務經驗的緊密結合，還可以提
升學生適應職場環境的韌性，同時也開啟學生面對自己不同生命階段發展之應用思
考、洞見能力及高階意識準備。
第一屆辦理之初，因為沒有前例可循，學生也沒有學長姊的經驗傳承，一切都在
摸索找路。透過臨床端、教師端及學生端無數次的協調共識會議及師生座談，具體
執行方式才漸趨明朗。回顧整個過程，看見導師及系上團隊隨時處於備戰狀態，披
星戴月，總在第一時間趕往前線，處理學生對於實習單位排班的期待失落、職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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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情緒壓力、角色轉換的自我衝突、環境適應障礙等諸多挑戰，無一不是嘔心瀝
血的過程。
然而，「欲達高峰，必忍其痛；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學生開始從職場學習的
磨練經驗中加強時間管理，練習勇敢跨越溝通藩籬，並嘗試自主解決問題。在淚水
與汗水間堆疊出經驗的厚度，專班學生從護生角色蛻變成能獨當一面的護理師了。
第一屆五加二護理專班學生至今已畢業一年，目前穩定投身臨床工作中。經護理部
主管進行焦點團體訪談，學生分享過往訓練歷程，把「吃苦當作吃補」，正向回饋
者多，包括：自覺比同期新人更快速融入臨床環境、護理技術應用能迅速上手、過
去在疲於奔命轉換不同實習單位的過程，無形中也建立了許多人脈、提升了接受變
動的彈性，同時加深對護理專業角色的認同與期許自己能有所發揮……等。我相信，
這些成長與蛻變將是他們未來拓展其生命價值的資糧。
天下雜誌 2017 教育特刊提及，世界需要的人才需具備五大能力：跨文化認知與
理解力、溝通協作力、全球議題解決力、快速適應變動力、自主學習與批判思考力，
在在強調了職場 EQ 的「軟實力」是未來踏入職場必備的關鍵能力。身為護理教師
的我們，自然也要跟隨社會的脈動而調整課程及教學策略，除了提升學生在「硬知
識」的學習效益，而又能將知識內化為靈活應用的生命動能，培育未來能在臨床照
護領域游刃有餘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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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完美
但不苛，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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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憶茹
花蓮慈院二五東病房護理師

Pursue Perfection But No Harsh to Herself
Yi-Ru Liang ,
RN, East 25 Ward, Hualien Tzu Chi Hospital
■ 文︳ 洪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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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時，我和姊姊就加入衛生隊，在保健室當健康小天使，幫忙校護阿姨為同
學上藥、包紮，或是整理保健箱。我們那時就不怕見血也不怕哭聲。沒想到長大後，
居然不約而同都當上護理師了。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神奇。」在花蓮慈濟醫院二五
東病房服務三年的梁憶茹，姊姊是同院的急診護理師梁孟婷，這對相差一歲的姊妹
花，這輩子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離開過家鄉花蓮，而且兩人一半以上的人生都和慈濟
有關，從念書到工作都是。

護理姊妹花 有志一同
自小學業表現突出的憶茹說，學護理的確是受姊姊影響，但當初家裡並不贊成，
反倒希望她念高中升大學，「我說服媽媽，跟姊姊一樣學護理很好，有一技之長，
學成出來可以馬上工作。」爸爸是計程車司機，媽媽在工廠當會計，家裡雖然還過
得去，但是這對姊妹都很懂得體恤大人的辛苦，希望少花家裡的錢，早點自力更生。
於是國中畢業後，憶茹考取慈濟科技大學專科部護理科，五年畢業後，再成為慈科
大二技部護理系的公費生，一路都是姊姊孟婷的同校同系學妹，二○一七年畢業即
分發到花蓮慈院二五東病房服務至今。
「剛開始對護理只是不抗拒，其實一知半解，後來才愈學愈有興趣，工作以後也
是，一開始覺得辛苦，但是從中慢慢發現它的樂趣。」憶茹感恩姊姊帶她走上護理
路，雖然兩人小時候常吵架，但長大後愈見姊妹情深。「都是護理人，下班後回到
宿舍也是室友，話題幾乎都在討論照顧病人，我們的工作和生活連成一條線，不需
要切割，而且永遠有話講。」

玩社團 玩出學習力
而學生時代的憶茹，在護理系學會當執行祕書之外，成績始終保持在前五名，可
說是會玩社團又會讀書的模範生。「參與社團可以學到課業上學不到的東西。比如
要舉辦一個到偏遠部落帶小朋友的衛教活動，我們就要安排交通、設計教案、張羅
經費等等，要做哪些準備、每個細節都要想得很清楚。」在她的護理生涯上，社團
猶如步入職場前的練習場，讓她學習到處理事情的方法、面對挫折的承受力，培養
多元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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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重要的社團收穫，就是與許多個性不同的人合作，磨練出與人互動、人際
溝通的能力。進到醫院工作後，更讓她深感受用，因為「護理工作不只是打針、發
藥，能夠和病人、家屬互動，建立連結，也是非常重要。」

單位轉型 在滾動中成長
憶及剛報到時，憶茹所服務的二五東病房以收治內科、兒科病人為主，又在半年
後完全轉型為神經外科病房，二○二○年七月，再度轉變成為整合醫學急診後送病
房，以收治內科、神外及骨科病人為主。「所以一開始是先學內科為主，然後再學
神經外科，現在轉型成急診後送病房後，也重新學起骨科。我的護理服務科別等於
和這間病房一起不停滾動成長，時時在學新的東西。」
憶茹也說，菜鳥時期的確滿痛苦的，過渡時期曾經每天都不想上班，不時向自己
喊話撐過去就海闊天空，差不多半年後才比較有自信。「當時人力不太夠，我跟另
外一位同事王詩琳，要在一個月就獨立，雖然有資深的學姊帶著做，對我們也是詳
加指導，但是對於要一個人獨立完成照顧病人，心理上還是緊張的。」自評學東西

 蓉（左三）跟著梁憶茹（左二）到臺北慈院參加全人關懷照護競賽，與護理主管
小
們合影。左四起為：臺北慈院吳秋鳳主任、花蓮慈院鍾惠君主任、葉秀真副主任、
周英芳護理長。圖／梁憶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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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快、抗壓性也強，靠著自我充實、
勤問勤查書，慢慢熟能生巧，技術和
職能愈來愈漸入佳境。
第一年就遇到很緊急的狀況。某次
與學姊兩人一起上小夜班，一名曾經
氣切過、已癒合的頭頸癌病人，因為
動疝氣手術，剛好泌尿科病床不夠來
借內科的床位。晚上六、七點間病人
突然按鈴，說是咳痰咳不出來，憶茹
協助主護學姊幫病人抽痰也抽不到，
就見他快喘不過氣了，生命徵象顯示
血氧一路下滑，而他正好是對面二五
西耳鼻喉科病房的老病人，便請另一
位還沒下班的白班護理師趕去向對面

 表 團 隊 將 照 護 青 少 女 小 蓉 的 故 事 寫 就，
代
參與二○一九年慈濟六院全人關懷照護聯
合 競 賽， 獲 得 口 頭 發 表 第 一 名。 攝 影 ／ 盧
義泓

病房的學姊求援，聞訊的值班醫師蔡
祐任馬上衝過來幫忙，當場做氣切。「我站在抽痰的位置，近距離看著蔡醫師倒下
優碘、刀子直接切下去……目睹整個急救過程，那是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畫面。」
驚險中，病人被救回來了。後來研判可能是半身麻醉影響到靠近脊椎的呼吸肌較無
力，才導致咳痰困難。這個病人恢復後，回到耳鼻喉科病房繼續接受住院治療，有
時候也會過來探望，很謝謝她倆救了他一命。這個經驗帶給憶茹對於護理工作的正
向激勵，「因為不會、因為無知，才會心生恐懼，但是會了，就有信心面對，下次
再遇到，就知道怎麼去處理。」真正體悟到學會是克服恐懼的鑰匙。

全人關懷照護 走入病人的生命裡
護理工作也讓她明白，對於照護病人，不單是照顧病體，更要照顧心靈。「要先
了解、融入，才能真正看見健康問題，適切的陪伴病人朝康復之路邁進。」如同她
所照顧的十七歲高中女生小蓉（化名），騎摩托車自撞送醫救治，因頭部嚴重外傷，
一度昏迷意識不清，後來甦醒，住院長達半年之久，都是媽媽獨自在照顧女兒。透
過與媽媽的談話，才得知小蓉在小時候父母便已離異，媽媽再婚後移居北部，因父
女關係不佳，她升高中後一個人在外面租房子，邊求學邊打工。「如果我沒有多問
一點，可能就只當是個愛玩的孩子闖禍了還讓媽媽擔心，可深入了解後，才知道女
孩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苦，所以不能只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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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半年，照護團隊陪伴小蓉克服感染的問題、肢體復健的挑戰。例如因躺床太久
肌力不足而無法行走，初期要她在床邊練站，但受腳部舊傷影響，剛下床時痛到不
行，常常嚷著不要復健。憶茹捕捉到小女生愛漂亮的心情，便與她商量，如果有好
好做復健，完成當天進度就為她敷面膜、擦指甲油。少女果然「秒答應」，乖乖照
辦，慢慢恢復到可以自行走路。出院後依然保持聯繫，並持續鼓勵繼續復健。「這
個女孩等於是我們單位一手拉拔照顧的，她的媽媽也很辛苦，都是帶著小小孩（小
蓉同母異父的妹妹）在醫院照顧姊姊，跟我們也好像家人一樣相處。」憶茹將這則
照護故事寫下，以「岩石裡的花」為題，參加二○一九年慈濟六院全人關懷照護聯
合競賽，獲得口頭發表第一名。
憶茹說，也曾遇到被家屬催促來幫病人打止痛針，但是手頭上正忙著要處理生命
徵象不穩定的病人，因而倍感壓力，她認為此時需要發揮同理心，一方面接住家屬
的擔心、給予安撫，一方面要有能力依專業判斷輕重緩急予以處置，才不會自亂陣
腳。例如她會回應「我知道您很急，也知道您的爸爸很痛了，請不要擔心，我們會
趕快幫您做處理的。」她的經驗是，讓對方覺得「你知道我的感受，你們有在做處
理」，獲得的回應也就會不一樣。這些累積的服務心得，都讓她更加堅定要成為一
個讓病人和家屬信任的護理師。

在職進修增實力 延伸長照領域
工作第二年，憶茹也在團隊的進修風氣推
動之下，考取慈科大長期照護研究所，朝學
術領域擴充實力。
她記得母校算是比其他學校都還要早一步
把長照實習列為必修學分，所以專五時期，
就有到照護機構陪伴長者的學習啟蒙。「老
人家很可愛耶，他們也很像小孩，很容易開
心，問一個問題，就會一直講一直講，聊
天的過程，引出很多豐富的人生歷練，很有
趣。」這個愛聽長輩說故事的護理系學生，
數年後將學習觸角延展到長照，研究主題是
關於居服員的教學改善。
 憶茹（左）與姊姊梁孟婷（右）。圖／梁
梁
憶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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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時期的梁憶茹與同學代表護理系學會領取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特
學
優獎。圖／梁憶茹提供

憶茹認為所屬的單位算是綜合性的病房，要照護不同屬性的病人，對應到護理
師身上，就需要多方面的專業知識，而一路以來的養成訓練，也讓她勇於嘗試接觸
新的挑戰。「護理面向廣泛，像姊姊在急診服務，我也滿常過去支援的，知道急診
要會的東西也是很多，如同醫學知識永遠在翻新，護理師也必須要不斷的學習、進
步。」跨足長照，就像是儲備能量一般，總有一天所學會派上用場。

轉換跑道 兩個月後重新歸隊
工作第三年，憶茹選擇聽從內心的想法，按下暫停鍵。觸發的主因是念研究所壓
力很大，雖然單位在排班等資源上給予協助，身邊也都有貴人可請益相助，但是身
心仍不免感到疲累，加上求好心切，擔心無法兼顧。更遠一點來說，工作兩年就起
了念頭，想要有一些變化，只是擱在心上沒有付諸實行。「我一直都在慈濟醫院，
沒有去外面看看別的世界過，想要有所改變，所以最後決定先休息一下，換個跑
道。」沒料到的是還有後續，今年五月底離職，七月底就歸隊了。
回顧這兩個月的單飛，憶茹說不後悔，當作充電，也可說是尋找人生的方向。「經
過這個過程，我才會知道真正想要的、在乎的是什麼。有時候要到一個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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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才能夠進一步去反推、驗證，自己最重視的，才會具體化起來。」
這段期間，除了做研究、寫論文，也曾在同事的牽線下短暫到一所養護機構服務。
「我發現照護品質對我來說很重要，無法忍受將就、還是太妥協的標準。簡單講，
我喜歡把手邊的病人整理得很乾淨、舒服的狀態。」環境沒有對與錯，只有適合與
否。但要達到她理想的照護品質，她明白很難去改變什麼。
二五東病房的周英芳護理長，是憶茹亦師亦友的前輩，得知她的心聲後，「如果
妳覺得那不是妳想要的話，我們永遠都會等妳回來。」一句話打動了她再度回鍋。
「英芳姊總是和藹可親、沒有距離，相處就像朋友一樣，任何事都可以與她商量。
當初提離職的時候，她就告訴我，既然有想法、想要去做，就去做。」這位對憶茹
寄予厚望的直屬主管，過去祝福她放心去飛，現在依然敞開雙臂歡迎她回來。

保持彈性 冷面學姊的轉變
「學姊，妳以前真的有點……嗯，兇。」憶茹聞言笑笑，「好啦！我會改啦我會
改。」重回二五東病房，同仁眼中的她大不同。原來過往基於對工作的高標準，因
而對學妹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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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兇，不過是交班時表情語氣比較
嚴肅、嚴格，因為她交給別人會很完整，所
以希望別人交班給她也是同等詳盡，有時候
難免會冒出類似「那妳應該要把這部分做好
再給我」的語言，又或者每當她提出一些問
題想多了解一點詳情，卻讓答不上來的學妹
們感到緊張害怕，以為受指責。「現在我不
會講妳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而是換成『怎
麼樣做會更好』的方式給建議。處事上變得
有比較有彈性也柔軟一點。」
到外面看過不一樣的世界後，她發現其
實不需把自己逼得太緊。心態有了改變，現
在對工作一樣認真嚴謹，對病人和家屬一樣
擅於溝通，而對夥伴也開始懂得溫柔，相處
更為融洽自在，更重要的是有比之前開心。

護理人的動態平衡 操之在己
「如果說做護理工作會有所犧牲的，或許是陪伴家人的時間吧！因為必須要輪三
班，週末也不一定休假。小時候只想著離開家就自由了，長大就愈有感，父母年紀
大了，也需要陪伴。」長大後愈發愛家的憶茹，格外珍惜每回休假與父母團聚的時
光。很常把「我兩個女兒在當護理師」掛在嘴邊的梁爸爸，驕傲與光榮溢於言表，
儘管也會心疼不捨，總是以一流廚藝表達對孩子的愛與支持，是她和姊姊永恆的靠
山。
感情上，憶茹的男友在交往第二年便赴海外工作，兩人多靠視訊連繫，如今也穩
定走過五年。疫情期間，仍搭機回臺為她慶生，入境要隔離十四天，飛回去再隔離
十四天，即使只能短暫相聚，這番周折也值得。「我們基本上都是遠距離（戀愛），
加上我輪班制的工作屬性，很少時間相處，能夠走這麼久，或許正是因為有各自努
力的、也有共同的目標。兩人想要在一起，總是會想到方法克服的。」她相信，未
來若是走入婚姻，一樣會繼續所愛的護理生涯。
在二五東病房耕耘，持續擴充照護能力，在技術與學術領域不設限的自我提升，
是梁憶茹護理師對自己的期許，假以時日，終能成為理想中專業與素養兼具、游刃
有餘的護理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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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
在別人快掉下懸崖時，
拉他一把的人
Be a Psychiatric RN
to Assist Cure & Care

■ 文│王佳芯 慈濟科技大學五專護理系二

年

級

我原本是個鬱鬱寡歡的女孩，嚴格來說，過去的我被醫生診斷出許多
身心靈疾病，每天的日子看似走著，卻困在原地，直到我進了慈濟科技
大學護理系，才發現這一切的兜兜轉轉，都是為了讓我找到自己是誰和
該達成的使命。

自由的誘惑與自律的平衡
國中畢業，誤打誤撞就讀護理，而且是公費生的資格，我欣喜若狂的
告訴家人：「爸！媽！我考上北部某某的護專了！」但其實我也不懂為
何選擇護理，只不過是能跟朋友炫耀，同樣 15 歲都在讀書的年紀，我卻
可以獨自前往北部求學。說起來可悲，這只不過是面子上的事情，讓父
母跟親戚誇耀女兒在臺北讀書而已。
家住花蓮，卻開始北漂去北部念護理。沒選擇花蓮的原因是因為刻板
印象，感覺北部的一切什麼都好，教育完善、師資優良、還有繁華的都
市，但當時我不知道慈濟的教育非常完善，我抱著滿心期待的拖著行囊，
搭了五六個小時的車程來到宿舍，將行囊打開在一個初次入住的地方，
布置著屬於我的地盤，期望在新的學校能交到很多朋友，學到很多有用
的知識。
起初一切都好新奇，上課不用沒收手機，上學也不用穿制服，學分怎
麼混都會過，後來有些人逐漸被這樣「自由」的制度矇了雙眼，迷失自
我，包括我自己。我開始白天待在宿舍睡覺，夜裡從宿舍跑出去校外浪
蕩，每天的生活渾渾噩噩，直到遍體鱗傷我才知道這一切都非常不自律。
但在受夠國中嚴格控管行蹤，以及上課狀況的日子裡，突然來到一個新
學校是如此自由，誰能抵擋這種誘惑？
我這才想起來當初不去慈濟的理由之一是要穿制服，後來想想真後悔
當初有這種想法。其實還是青少年時期的我們是要有一定的限制和師長
的領導，才不會讓我們在求學階段走偏了。

生病而退學
我讀了一個學期就自己辦退學了，這一切還得從國一開始說起，我不
知為何的對任何事物提不起勁，一進房間待在獨自一人的空間就開始落
淚，也沒有因哭泣而發出的呻吟，淚珠就靜靜的沒有緣由的奪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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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開始變得暴躁，且做事極端還有嚴重潔癖，在家中我不允許有任
何地方有黴菌，我總是刷得乾乾淨淨，不允許地上有頭髮，我也總是蹲在
地板黏頭髮，我會大聲斥責弟弟上廁所沒蓋馬桶蓋，對媽媽大吼不應該在
家裡煮飯，廚房遲早布滿油垢，連我爸在廁所抽菸我也會急忙的敲門，要
他不准吸菸，總之就是一切因為叛逆及壓力下的行為，爸媽也拿我沒轍。
覺得自己的心情如坐雲霄飛車的奔騰，無限的交替，我覺得自己快要徹
底崩潰了。我常常覺得大家都討厭我，我開始害怕去學校，每天裝病，我
生活不規律開始自己封閉起來，重複了上述的所有症狀，壓得我喘不過氣，
我因為有嚴重潔癖，在四人住的宿舍一天要掃、拖四次地板，惹毛了室友
們，造成友誼上的破裂。另外加上我想家了，平常最討厭父母的噓寒問暖，
但離開父母後才知道，那些曾經最討厭的關心，在電話那頭再次關心時，
我卻紅了雙眼，最後決定辦理退學回花蓮跟父母生活，並重新開始新生活。

立志也要幫助病痛之人
退學後我幾乎待在家裡，我接受父母的安排和心理醫師談談，醫師與心
理師常常輔導及鼓勵我，還講一些小故事給我聽，要我去理解故事的含義，

導 師趙淑美老師 ( 右 ) 祝福王佳芯在護理的道路上愈來愈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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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心情會穩定，才能夠快好起
來，雖然我當時是個生病的人 (
我自己覺得我生病了 )，但醫生與
心理師並沒有把我當作「病人」，
而是像朋友一樣的開導我。
我 的 心 情 逐 漸 好 轉， 情 緒 也
比較穩定，決定回學校上學，但
我不想再離鄉背井讀那麼遠的學
校，最終決定來到慈科大。當我
經歷過生病的感受後，我能理解
身為病人的感覺，也能體會到醫
護人員對我的照顧，所以我就立
志要當一個精神科的護理人員，
我想照護他們，就如我自己被照
護一般。

以慈科大護理為第一志願
我是考上花蓮女中的，但我沒
有選擇高中而是選擇慈科大護理
科這條路，一方面是為了有一技
之長，更重要的是我想成為幫助
我的護理人員，我對他們有道不
盡的感激，最直接能感謝他們的
方法就是變得跟他們一樣，去幫
助更多情緒及精神上不穩定的病
人，為精神科護理付出和貢獻自
己無私的愛。
我父母是不支持我走護理這條
路的，因為家中有腿傷的阿公，
家人輪流去醫院照顧，看到護理
師上班時忙著奔波如陀螺般，盡

人物 ( 左起 )：
王佳芯同學
廖素絨老師
趙淑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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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絨老師 ( 右 ) 讓王佳芯同學 ( 左 ) 了解，對護理工作有熱忱的話，很多
廖
問題會迎刃而解。

心盡力解決病人及家屬的疑難雜症，這些都是非常辛苦的。父母提議要我
讀完高中考大學，之後考公務員輕鬆的待在冷氣房裡處理文件，但我堅決
不要，因為那不是我想成為的，我想成為的是「在別人快掉下懸崖拉他一
把的人」。

更加堅定走精神科這條路
我曾經下課時去和素絨老師聊天，因為老師待過精神科，我膽怯的問
老師精神科的病人是真的會玩排泄物嗎？因為我也潔癖我真的很怕排泄
物，就連進學校廁所也要憋氣，從進去到出來大概可以憋三分鐘的氣，
髒一點的廁所我還能瞇瞇眼盡量不要看到骯髒的部分。講出來雖然好笑，
但這也是我所有病症中最難治療的，就我有那麼一點點「潔癖」，真的
是難以根治。直到老師對我說：「妳要把護理想成是很神聖的工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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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生是醫生，我可以不用工作的，但是我選擇從事護理工作，因為我
對護理有熱誠，我能從病人疾病的穩定與康復出院中得到無限的成就感及
使命感。另外排泄物只不過是吃進去的東西，然後經過消化排出來而已，
妳要過的是那個檻，而不是因為護理會接觸到大小便就不敢從事護理工
作。」
老師的話有如醍醐灌頂，我才真正領悟到，對護理有熱誠的人，是不會
在意這些東西，手跟衣服髒了再洗就好，但病人一時的被嫌棄是對他們莫
大的傷害。把精神科為志向的我好好想過了，如果真的想幫助他們，就要
付出無私的心，並且視病如親，把每位病人都當作自己最深愛的家人在照
顧，願他們能早日康復早日出院。

慈科大教會我的事
學校不僅僅只有教課本的知識、護理的技術，還教了大愛這個理念，證
嚴上人在創校時挑在觀音菩薩成道日（農曆六月十九日）的前一天動土，
就是希望我們這些護理人才，能夠像觀音菩薩救濟天下的苦難，將幸福散
布於全世界。我也深深學習到了，我原本是個只顧自己的人，來到學校發
現，我迷路了會有人熱心帶路；我錢包掉了，過幾個小時，錢包還是在原
來的地方；學校老師們的教育理念也很清楚，就是要盡責教導每位學生，
慈濟把善良、細心、用心等等的觀念灌輸到每位慈濟人的身上，包括我也
是。我開始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會去當醫院志工，慰問正在病危的人們，
給他們更多的愛與關懷；學校舉辦照顧偏鄉小學的活動我也會參加，就是
希望能帶給更多的關愛和新奇的知識和事物給偏鄉小學的兒童，讓他們在
成長的過程中更加的順利。
在對家人的方面也改善很多，我從來不會向長輩問好，因為我真的活在
自己的世界，直到懿德爸爸媽媽的到來，我才知道有親情的問候是多麼溫
暖的事，我開始會問候阿公的腳傷，幫爸爸測血壓照顧他的健康。慈濟還
教了「奉茶」這代表孝順的行動，在對外籍生或是偏鄉小學都會教導奉茶，
我去當志工時也學到這件事，我開始也會泡茶給家裡的長輩。
在護理這條路上也更加明確，我得到很好的開導，了解到幫助別人是無
比快樂的事，聽到別人受到幫助時的感謝話語，打從心底感動，覺得自己
小小的付出又為這個世界做出了一點點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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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這樣說：

走出荊棘的幽谷，
走進慈濟校園裡
Walked Out of Depression Valley and
into Tzu Chi Campus
■ 文 ︳趙淑美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講師
對佳芯的初次印象，是有著明亮有神的雙眸，穿著乾淨畢挺的制服，獨行俠般的
來往於校園中；在這個青春燦爛、習慣呼朋引伴的年紀，頗令身為導師的我驚訝。
在相處過程中，得知佳芯曾就讀北部護理學校，慈濟重視品格培育、食衣住行等
日常生活，皆有無規矩不成方圓的校規，對於曾在北部讀書，可能習慣自由放飛、
芳華茂盛的美少女，會習慣嚴謹校規的束縛？但發現佳芯如魚得水、絲毫無任何適
應不良的情況發生，她總是能清楚、組織有條理與導師互動，呈現出在該年紀少有
的自信心與果斷力。
後來在慢慢相處的過程中發現，佳芯在求學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由於個人心理
困擾問題，讓她在北部護理學校求學不順遂，要求完美的她，除了讓自己愈來愈疲
憊和煩躁，也對周遭同學好友產生莫大壓力。幸運的是，在經由專業醫護人員的建
議，和家人陪伴之下，更因慈濟學風人文關懷之下，佳芯慢慢走過充滿壓力荊棘的
幽谷，也開始適應接納她的新環境。
除了游刃有餘吸取學校提供護理新知養分，並逐漸綻放個人在文學的才華，多次
在全國性的文學比賽展現非凡、榮獲殊榮。雖然佳芯曾經在人生的道路遭遇艱辛，
但憑藉著個人意志力、專業醫護照護和家人支持下，並有幸在充滿關懷的慈濟下茁
壯生長，走過逆境，也讓佳芯在護理的道路上，慢慢綻放異彩。
相信佳芯在未來的護理之路，會愈來愈順遂，過去的挫折艱辛，都是護理人在未
來學習護理的淬鍊養分。祝福妳，也祝福著經歷挫折，與正走在護理道路上的所有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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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般的信心
Build Steel-Like Confidence to
Be a RN
■ 文 ︳廖素絨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初次見到佳芯時，她的爽朗笑容深深吸引著我。
上課時她不曾打瞌睡、失神或是偷看手機，雖然我
只是基本護理的授課老師，不是導師。一般來說我
僅能記得曾教過，但名字記不起來，請原諒老師，
我一學期要教 450 位學生。但是對於佳芯，我特別
有印象。
基本護理是護理學生最先學習的護理課程，我擔
任臨床護理師三十年，沿路由護理師到護理主任，從護校生到護理博士，雖然學經
歷豐富，但是教學部分我總是戰戰兢兢，深怕自己少說了或是沒能將護理的精髓交
給學生。佳芯的眼神讓我知道我的講課她懂，不僅知識懂，甚至我想傳達的護理人
態度她也能領悟到，上起她 ( 他 ) 們的課特別有 feeling。
某次下課佳芯問完問題後靦腆地告訴我她的過去。在敘說的過程中我感受到她清
楚自己所需面對的問題、對生命的領悟，從生命中學習到的如何不再被同一顆石頭
絆倒。年輕的孩子經過如此的挫折，還能從跌倒中爬起來真的很不容易。
「護理」臺語的意思是「給妳」，我選擇護理當我的志業，三十年來莫忘初衷（當
然我的是麻雀型的），學習證嚴上人的莫忘初衷（是老鷹型的，語言無法形容的強
大），所以我不在乎病人的大小便，我在乎的是病人的舒適；當心態改變時，大小
便等排泄物就不是我在意的問題了。我就這麼跟學生分享我的「護理」態度。佳芯
她聽到心坎裡了，她能突破自己的問題，再次的感受自己對護理的了解。我很高興，
為師的我非常的欣慰，護理的傳承就是如此。雖然未來的路很長，年輕的妳有著鋼
鐵般的信心，父母、老師、懿德爸爸媽媽的愛，啟航吧！孩子，努力地飛翔，我們
一直與妳同在！

Volume 19 . Number 5

43

志
伴我行
工志

Volunteers
Companion
Volunteers
Companion

工伴我行

異國的爸爸媽媽
Taiwan Tzu Chi Parents for a Malaysian
Nursing Student
■ 文、圖 ︳李嘉賢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四年級
轉眼間，我來到臺灣花蓮慈濟科技大學求學已經兩年半了。從馬來西亞離鄉背
井到臺灣念書的感覺，非常的奇妙。身為外籍生的我，初次來到這裡有少許的不
習慣，文化上的差異雖然不多，但飲食與日常生活中的差異還是會有。值得慶幸
的是，我能在短時間內很快速的適應這裡的環境，這是因為我有一群來自慈濟家
庭的爸爸媽媽，也就是我們的「懿德媽媽」、「慈誠爸爸」。
當第一次在新生訓練與爸爸媽媽見面的時候，爸爸媽媽對待我與同學們非常的
熱情。還記得那時候，爸爸媽媽說過以後有什麼問題或有心事都可以找他們聊聊
天。在慈濟的家庭裡，他們是我的爸爸媽媽，但是我個人認為他們更像我的好朋
友。雖然每次的慈懿日只有 2 小時，但是在短短的這 2 小時裡已經足夠讓我體會
到溫暖的感覺了。在每次的慈懿日，爸爸媽媽都會準備許多活動與課程與我們互
動。其中一個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活動是與爸爸媽媽一起慶祝耶誕節。
那時候爸爸媽媽準備了許多禮物
給我們，其中有小毛巾、保溫瓶、
玩偶、靜思語等等。我拿到的靜思
語 寫 著「 原 諒 別 人， 就 是 善 待 自
己」。當時拿到這個靜思語時，我
短暫的沉思一下。而這一段話，改
變了我。
在還沒抽到這一句靜思語前，我
對於別人的犯的錯是相當的執著。
因為我個人認為有些基本的錯誤，
是不能犯的錯，可是身邊的一些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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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有時候還是會不小心犯錯。看到了這句靜思語後，我想到其實每個人會犯錯並
不代表不好，而是他們在成長；每個人在成長中都一定會犯過錯，但是只要在錯
誤中學習到新的事物，那就不叫犯錯，而是在成長。
在臺灣生活的兩年半時間，懿德爸爸媽媽非常的關心和照顧我。每次要考試前，
他們都會為我們加油打氣。認識那麼多懿德爸爸媽媽，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媽媽是
明敏媽媽。有一次我和她聊天的時候，我提到其實我在臺灣最不適應的地方是臺
灣的食物很少有辣。結果，媽媽下一次的懿德日就帶了一罐辣椒醬來。那時候我
超級開心的，因為我不知道媽媽竟然會帶了一罐辣椒醬給我。還有一次是過新年
的時候，媽媽用 line 打給我與我聊聊天。雖然那時候我在馬來西亞，但是我依然
感受到媽媽對我的關心和愛。
趁這個機會，我要感謝所有懿德爸爸媽媽：「謝謝你們那麼用心的關懷和照顧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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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對病人的關愛態度
Maintain Caring Attitude Towards Patients
■ 文、圖 ︳王郁婷  大林慈濟醫院一般外科病房護理師

☆☆☆☆☆☆☆☆☆☆☆☆☆☆☆☆☆☆☆☆☆☆☆☆☆☆☆☆☆☆☆☆☆☆☆☆☆☆☆☆☆☆☆☆☆☆
回憶起五專時第一次踏入臨床實習，那分興奮、期待、緊張的情緒到現在仍然
深刻，當時懵懂的自己曾經闖禍、想放棄，也曾因為老師冷冷的一句話掉眼淚，
因為學姊的安慰破涕為笑，因為學姊肯定的一句話充滿動力，實習的過程充滿酸
甜苦辣，這些養分能讓自己更加茁壯，讓自己踏入職場時更堅強有韌性。
五專實習經歷了基護、內科、外科、重症、公共衛生等科別，記憶裡最痛苦難
熬的便是重症實習了。當時自己在內科加護病房實習，每天聽著機器「逼逼」作
響，每天 8 個小時的實習時間裡，精神狀態都十分緊繃，實習期間沒有一天睡好
覺，記得當時自己實習狀態非常差，常常老師一問我三不知，還有一次差點把管
制藥給弄丟了，當時害學姊為了找藥而翻垃圾袋，幸好最後順利找回藥物，不然
真的會造成臨床工作的學姊很大的困擾呢！這段實習過程我常犯錯、對自己失望，
但是也讓我學習到精神狀態的調整以及工作時的細心、專心是非常重要的。
讓我難忘的還有某一次的外科實習，當時帶實習的老師是一位很嚴格、不苟言
笑的魔王老師，因為和老師對藥的時間太慢，老師冷冷的說：「現在都幾點了，
不來對藥，今天就不要發藥了。」當時自己內心很害怕不能發藥、不能做治療了，
嚇得我含住眼淚埋頭迅速的對藥，對完藥走到學姊身旁時就忍不住掉下了眼淚。
記得當時學姊還拿棉花棒幫我吸眼淚，笑笑地安慰我，一邊鼓勵我一邊帶著我發
藥，那分溫柔的安慰，現在回想起來仍然覺得很溫暖。
「你要保持這分對病人的關愛態度，相信你在未來的護理路上能走得很長久。」
這是在實習路上，帶給我最大動力的一句話。當時我照顧的是一位脊髓損傷的病
人，他因為下半身癱瘓導致尾骶骨處有一個很大很深的傷口，記得那個傷口大到
能塞入一捲燙傷紗捲，那位病人因為這個傷口一直反覆入院。那一天，他突然很
淡漠，他說我們都不能體會他的難受和辛苦，當時的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安慰他，
只是默默地陪在他身邊，想著不如我做點什麼讓他舒服一點吧！於是我幫他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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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換乾淨的衣服、翻身、活動關節等，當時帶著我實習的學姊看著我為病人做
的這些事情，便笑笑地跟和我說了這句話。
現在回想起來，那些都不是專業的護理工作，但是這分想讓病人感到舒適的心
情，我想也是護理人員需要具備的吧！於是這句話便一直深深的烙印在我心中。
現在在臨床上工作的自己，即使很多時候覺得自己快要忙不過來了，但是仍然會
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去關心病人們，除了讓自己的技術更好之外，關心病人們的
心情，情緒也是很必須的，其實簡單的一句寒暄關心的話語，便能建立一段好的
護病關係。
我現在服務於大林慈濟醫院，已邁入護理臨床工作第 5 個年頭，來到單位臨床
實習的學生們也一批換過一批，問自己對於實習生們有什麼想法，我希望自己身
為臨床學姊的這個角色，能夠不讓實習生們害怕，讓他們將學校所學的知識運用
於臨床時能大膽操作，當有不理解之處時能勇於發問，而我能盡自己的能力去給
予他們幫助、鼓勵，就像曾經給我鼓勵及肯定的學姊們，也希望能讓實習生們在
短暫的 3 至 4 週裡，體驗臨床的實務，感受臨床的千變萬化，累積往後踏入臨床
時的勇氣，與增進接觸病人及家屬時的態度及應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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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找到答案才能長久
Finding Answers by Myself for
Long-Lasting Nursing Core Value
■ 文、圖 ︳孔繁郡  花蓮慈濟醫院合心八樓病房副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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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用一句話來呈現從國三畢業填下志願到現在的縮影，我想「讀萬卷書、行
萬里路」是最好的註解了。「護理」是以前從沒考慮過的方向，甚至對護理師也
沒有具體的形象，國三那年填志願時，只想著只要不讀高中就好，抱著試一試也
不壞的想法，就選擇了當時花蓮慈濟技術學院的護理科就讀，意外地安然度過第
一年，沒喜歡、但也不討厭，直到二下經由班上同學的邀約，參加了「愛在原鄉」
社團，跟著社團去到玉里、臺東的部落作衛教、帶活動，與衛生所合作辦整合式
篩檢，那是我真正第一次感受到護理具體的形象，做為護理師的角色所能做的事，
了解護理不是在診所、也不是在醫院而已，而是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有所連
結，當時的震撼跟體現為我的護理打下第一座基石。
升上三年級，開始實習生活直到五年級
的全年實習，想起當時在大林慈院重症實習
時，很緊張也很害怕自己會做不好，尤其帶
自己的學姊是單位的資深學姊，更加深了自
己的緊張，但學姊從不因為我是學生而對我
的指導有所怠慢，不管操作技術或是儀器，
總是循序漸進的指導，寧可延遲自己下班
的時間，也會與我討論病人、讓我更了解，
更以引導的方式讓我去發現問題、尋找答
案，而不是直接跟我說答案，她總是說：「直
接跟妳說就沒意義了，自己找到的答案才能
記得長長久久，學習的過程開心更重要。」
這句話，在往後的實習，甚至到進入職場，
帶給我的影響非常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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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畢業後，正式進入職場開始洪水式的大量學習，真正體會到以前學校僅是
基礎，真正的學習場是在醫院工作，例如：如何與團隊合作溝通、了解科別疾病
跟照護方式、病人急救的處理等，漸漸地，自己也從新人慢慢的往學姊角色邁進。
工作的第三年，再次思考自己除了神經內外科的照護專長外，有沒有什麼次專長
是能再去學習的，因為這樣的契機，接觸了安寧緩和護理、也完成了相關受訓課
程，為自己的工作專長增加了一項新領域。
因為學習了安寧緩和護理，之後在工作中也將安寧緩和護理相關資訊與臨床實
務做連結，曾經有一位腦部大片腦中風的爺爺、因為年紀大加上中風，入院時也
有肺部感染的問題，一入院，醫師就跟家屬提到爺爺的病情不樂觀，如果病程快
可能很快走，但因為觀察到爺爺的呼吸非常喘，家屬在旁陪伴時也常常看著爺爺
落淚，想到學習的安寧緩和課程中有提到緩解呼吸喘的方法，便與專科護理師及
主治醫師討論是否能採用安寧緩和的方式緩解症狀，醫療科評估後也會診了家醫
科安寧緩和團隊共同評估及照護，後來爺爺的病況轉壞、意識彌留時，引導家屬
面對臨終哀傷以及如何接續後續的處理。這樣的經驗累積，在後來做為臨床導師
指導新進同仁時，除了經驗分享，當新進同仁面對病人死亡的錯愕、家屬的哀傷
無所適從、不知道該如何幫忙時，可以引導同仁慢慢去面對及學習如何處理。
這麼多年來，我深深覺得發現問題及具備處理問題的能力相當重要，甚至到現
在擔任副護理長的角色，對於臨床危機處理、單位護理品質指標監控等，我勉勵
自己必須不斷提升自己的眼界、看事情的角度，處理能力也必須一天天累積，藉
由不同的經驗使自己成長，護理之路、人生之路何其長？怎麼走？如何走？所帶
來的變化及收穫更是無法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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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醫療志業七院護理同仁與慈大、慈科大護理系老師齊聚 2020 臺灣國際護理研討會。

國際護理研討會在臺灣
The Invited Symposia of
2020 Taiwan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
■

文、攝影 ︳沈健民

本 次 國 際 護 理 研 討 會 有 來 自 22 個 國 家 地 區， 共 2,177 位 護 理
師參加，發表 1,797 篇研究成果。無論以實體或視訊方式進行，
均獲得國內外與會者極高的評價。此次研討會安排了 7 場大會演講
(plenary keynotes)、1 場主要會議 (main session)、2 場小組討論 (panel
sessions) 和 1 場邀請慈濟的特別演講 (invited symposia)，內容豐富而
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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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灣護理學會與國際護理協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 合辦的
「臺灣國際護理研討會 (Taiwan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 TWINC)」，
2020 年 9 月 9 日至 11 日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行。今年適逢南丁格爾女士
200 歲冥誕，大會與慈濟合作，除了邀請四大志業主管發表演說，大愛感恩科技
並提供工作人員制服、環保提袋、文具等，即使遇上新冠肺炎疫情，仍能透過直
播將慈濟的人文利他與環保實踐精神推廣至全球每個角落。
今年護理研討會的主題是「護理師在全球健康的關鍵角色 (The Vital Roles of
Nurses in Global Health)」，整場會議的演講、口頭發表乃至於海報投稿皆為全英
文。9 月 10 日上午，慈濟醫療志業七院護理同仁以及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
的護理系老師們集結在會場，在護理委員會章淑娟主委的號召下，前往三樓大會
廳與四大志業主管共同合影。十點三十分、演講正式開始，題目為「護理的永續
發展 (Nursing to Sustainability)」，由人文志業葉樹姍副執行長擔任座長引言，接
著播放一段影片向在場聽眾與世界友人介紹慈濟五十多年來的志業足跡。
慈善志業顏博文執行長首先上臺，講述「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顏執行長表示，今年一月的世界經濟論壇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指出，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前四大因素都和氣候變遷及
其引起的天然災害相關，全球風險報告書更預測 2020 年為「不安定的世界」
(Global Risks 2020: An Unsettled World)。他提醒包括二氧化碳濃度上升、地表
均溫上升、北極冰層面積下降、厚度下降以及海平面上升，在在都是人類造成的

海 報發表區一景。

攝 影 / 王琬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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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警訊。2019 年，歐盟國會和全球一萬一千位科學家都宣示進入「氣候急難
(Climate Emergency)」狀態，危急程度超越以往所認知的氣候變遷。要翻轉這樣
的局面，我們必須採取行動，捨棄以往的「線性經濟 (Linear Economy)」，即取
得原料後製造、使用，然後丟棄變垃圾，改為「循環經濟 (Circular Economy)」，
落實回收、再生、再利用，加速環保行動拯救地球。研究顯示，若全球人口皆改
為全素飲食，世界經濟成本將可節省超過 1.6 兆美金。顏執行長認為除了力行環
保，推動茹素更是刻不容緩，必須擴大參與層面及力度，才能緩和環境變遷帶來
的衝擊。
延續素食益處主題，接著由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演講「素食與綠色醫院
(Vegetarian Diets and Green Hospital)」。林執行長表示，植物性飲食 (plant-based
diet) 好處多多，除了可以預防慢性疾病，促進心靈健康，對於氣候變遷、環境永
續、生物多樣性以及食安問題皆有所助益。他舉出多個親自主持的科學研究作為
例證，素食者血管內皮細胞功能較葷食者好，素食愈久，內皮細胞功能愈好，較
不易罹患血管硬化；素食者的總膽固醇、低密度膽固醇以及高敏感度 C 反應蛋白
（hs-CRP，發炎指數）均較葷食者為低，表示心血管風險較低。對於胰島素的敏
感性來說，奶蛋素食者相較於葷食者敏感性高，即注射胰島素的效果會更好。

慈 善志業顏博文執行長講述「氣候變遷與
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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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演講「素食與綠
色醫院」。

2 020 年的臺灣國際護理研討會，慈濟四大志業受邀以素食、綠色醫院、氣候變遷
和無語良師為主軸進行演講。左起為葉樹姍副執行長、曾國藩教授、林俊龍執行長、
顏博文執行長。

在對抗氣候變遷方面，由於飼養牲畜耗用大量資源、同時排放甲烷等溫室氣體，
所以素食是減少碳足跡最有效且實際的方法。素食還可以讓心靈平靜，減輕失落、
焦慮和壓力等負面狀態。
林執行長指出，醫院使用許多天然資源，同時產生大量具有潛在危險性的廢棄
物，每天更有許多人在這裡來往出入，是個非常好的教育場所。如何讓醫院能夠
做到節能、省水、低排放，可以從綠建築、自然採光、水循環再利用、環保共乘
和資源回收等多方面同時著手，達成「綠色醫院」與環境共生息的目標。
慈濟大學的曾國藩教授，現任解剖學科主任以及模擬醫學中心主任，接續分享
「無語良師的利他貢獻與醫學教育」。曾教授分享，慈濟的「無語良師」人文儀式
從拜訪大體老師的遺族親人開始，了解老師生前行誼及捐出身體的目的，解剖課
程結束之後，與遺族一同為大體老師入殮、送靈、入龕，舉行感恩追思會，無語
良師課程讓醫學教育有了人文的溫度。而參與的護理學生，也可從課程中學習刷
手、準備病人與手術臺等比擬實際手術的練習，而支援模擬手術的花蓮慈院護理
師，也學習到無語良師示現的大捨精神。2009 年 4 月 22 日的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世界新聞版，以大篇幅專題報導慈濟的無語良師與大體模擬
手術。曾國藩教授結語表示，這套課程能夠撫慰大體老師的遺族，同時長養醫學
生與受訓醫師的慈悲心，將來在獨當一面時也能做到利他的無私奉獻。
呼應今年的研討會主題，護理工作在臨床照護扮演關鍵的角色。除了為病人恢
復健康，在心靈、社會以及地球環保方面，期許護理師也能發揮所長，為環境永
續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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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護理期刊編審工作坊」在花蓮
慈院舉行，共四十八位慈濟醫療與教育志業及臺灣各地院
校前來的護理人齊聚學習。攝影／謝自富

Advanced Study

志為護理期刊
編審工作坊

學術呈現臨床護理價值

2020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Editors’ Workshop to
Improve Academic Quality
■

文︳

洪靜茹

攝影︳

李玉如

臨床護理師及護理教師都可能是論文審查者，為提升對於護理專
案及個案報告審查及回饋的成效，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慈濟護理
雜誌社與臺灣護理學會在 8 月 28 日假花蓮慈濟醫院合辦「護理期刊
編審工作坊」，期能透過剖析審查者角色及審查倫理規範增進共識，
工作坊中並進行分組實際審查個案報告，更能抓住審查重點及回饋，
提升刊登論文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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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在花蓮慈
院舉行的「護理期刊編審工作坊」，
邀請到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金繼春
副教授、臺灣護理學會編輯委員會委
員暨慈濟大學李茹萍教授前來授課，
分享期刊編審委員所扮演的角色，以
及審查與回饋的重點。來自全臺各地
的 48 位學員，包含花蓮在地的花蓮
慈院、慈大、慈科大、門諾及國軍花
蓮總醫院，西部由北到南的學員包括
來自林口長庚醫院、榮總、馬偕醫
院及醫學院、亞東醫院、弘光科技大
學、奇美醫院、成大醫院及醫學院、
臺東馬偕醫院的資深臨床護理師及教
師，當然還有慈濟醫療志業的臺北慈
院、臺中慈院、大林慈院的護理夥
伴。

2 020 年 8 月 28 日上午 10 點前，來自各地的
學員陸續報到。有些遠到而來的學員，例如大
林 慈 院 同 仁 等， 可 能 前 一 天 晚 上 就 需 抵 達 花
蓮。攝影／謝自富

慈濟醫療法人郭漢崇副執行長致
詞表示，三十多年前他開始做《慈濟
醫學雜誌》，一路慢慢從季刊、雙月
刊發展到國際期刊，現在也是 (NIH
PubMed Central) 美國國家圖書館的醫
療衛生重要期刊，能夠在網路上被全
世界搜索、看得到。這樣的文章，被
傳播的機會就大，對期刊的進步就有
很大的幫助。「過程一定要嚴謹，包
括編審人員、編輯，都要非常嚴謹的
去審視，找出對護理的知識、教育或
對民眾的健康有幫助的文章。」擴大
來說，所有的期刊是為了要讓所有閱
讀的受眾，透過閱讀增長知識，對作
者來說，也藉著期刊的被引用，能夠

學員報到後，掃描 QRCode 下載課程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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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本身的研究更上一層樓。郭副勉勵每一位審查者，都能夠用同樣嚴謹的標準，
來看待每一篇文章、論文，給予充分的意見、教育。
《志為護理》雜誌章淑娟總編輯，也是慈濟醫療法人護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接
著說明舉辦編審工作坊的緣由，乃是在進行期刊審查時發現，個案報告「很多都
長得差不多」，尤其是類似的疾病照護。她想，如果一直採現行模式，沒有個別
性也沒有深入，是問題所在。但，假如要達成差別化，該怎麼執行？於是想到從
審稿端改善起。「金老師對個案報告深有鑽研，也非常熱心，對我們的報告也很
關切。她早在高雄醫學院護理學系設立初始即執教，經驗和資歷都很豐富。」感
恩已經退休的金繼春老師應邀前來幫忙。另外，在審查文章時也發現一些倫理的
問題，例如個資在發表上該怎麼拿捏，抄襲和引用之間的釐清等，邀請到慈濟大
學醫學科學研究所教授兼健康科學組召集人李茹萍老師，分享在台灣護理學會編
輯委員會十幾年審稿的經驗。
《志為護理》期刊的發展進程，也蘊含著兼容研究成果與貼近閱讀受眾的用意。
二○○二年慈濟護理雜誌創刊，當時是以科學性的文章為主，至二○○六年改版
為《志為護理──慈濟護理人文與科學》雙月刊，希望帶給普羅大眾閱讀的適切

慈 濟醫療法人郭漢崇副執行長致詞勉勵，期待每一位審查者都
能夠用同樣嚴謹的標準來看待每一篇論文。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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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為護理──慈濟護理人文與科學》雙月刊總編輯章淑娟主委說明舉辦編審工作
《
坊的目的。左起為授課講師李茹萍教授與金繼春副教授。攝影／謝自富

性，因而前半段融入軟性的文章，後半段才是研究性的科學論文。「個案報告和
專案，尤其是個案報告，不要小看它，對護理人員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扮演很
重要的角色。希望透過工作坊的實作討論，讓有機會或正從事編審工作的大家，
都能有所學習、有共識。」

審稿心法

檢視個案報告教學

上午的課程，首先由李茹萍老師以「期刊審查委員的角色與審查倫理」為題授
課。李老師提到，期刊會依稿件特性挑選審查委員，向領域中的專家提出審稿邀
請，顯現正是專業上的認同，而擔任審委的責任，就是在「篩選學術與研究成果」
以及「傳遞專業訊息」。談到審委的角色，既是協助者，也是守門員和學習者，
一方面要辨識有意義的論文協助刊登、錯漏處提出意見與建議，也要把關文章的
品質，同時也是對當今研究趨勢動向、與投稿者對話（審查意見）、充足查證給
予修正意見、不同的審查意見間的學習。接著就審查的流程，包含讀稿方式、審
稿報告撰寫、評論的原則等每個階段的重點與注意事項，提出經驗分享，而「開
放的角度、客觀評論、具體建設性建議、語氣真誠有禮」則是給予評議回饋時的
大原則。李教授也提醒，希望每位審委都能遵守保密、公平的審查倫理，進行學
術和專業知識的篩選和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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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金繼春老師以「專業護理期刊投稿審查及評語回饋技巧—以個案報告文
章為例」為題，說明審查工作的眉角。金老師認為，審查人好似「接生婆」，要
務是幫助作者把文章好好生出來，而且「不是把文章改到你喜歡的樣子，而是要
改成讀者可以學習到的文章。」
在說明期刊稿件審查原則時，金老師提到自己曾改過一篇文章，前後改了七次。
作者是一位具護理背景的媽媽，陪伴自己有學習障礙的孩子成長，原本看不到媽
媽的角色，修改到看見媽媽的辛苦，加上中間學習的過程，如何從簡單到複雜，
而當媽媽想放棄時，孩子一個擁抱給她的力量……據此說明審查人的角色功能，
乃在協助、辨識出具潛質和有意義的文章，並且給予方向、建議和激勵，協助作
者把自己的想法，以邏輯關係有結構的排列好。
「我喜歡《志為護理》的封面，每一期都好可愛！」金老師首先讚美雜誌用心
設計，再進入到核心主題「期刊審查──以個案報告為例」，逐一在主題、摘要、
個案資料、文獻查證、護理過程、總評等項目，透過舉例示範改寫詳加對照解說，
基於什麼樣的思考角度而給出具體建議。例如主題上，會建議要點出困雜度，呈
現照顧什麼樣疾病的病人及解決什麼樣的健康問題或達成什麼目標，並且從摘要
找線索再回到主題修正。
金老師的實例教學示範讓眾人明白，原來可以透過不同的角度和心態，去探究
文章的優勢和特色，將力氣花在察覺可以再發展的部分，讓審稿人和投稿人都能
 茹 萍 老 師 重 點 說 明「 期 刊 審
李
查委員的角色與審查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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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春老師講解
金
期刊審查的原則。

跳脫挫折感而有所啟發。有不少審稿經驗的成大護理系李歡芳老師就提到，她也
遇過，收到的文章中前面提及的運用模式及理論，到後面完全脫勾，不知該如何
給予建議而發愁。而金老師的想法是，從護理過程應可知道是否充分了解理論，
如果沒有用到，就不用，可以用的，就建議寫全，或是說建議對方可以去查詢另
一個理論，給予一些方向，這是審委可以做到的。另外，有看到特殊個案，要去
突顯出來；沒有寫出來的，要幫助作者讓他寫出來。金老師的經驗值在在讓她獲
益匪淺。

小組討論

實作改寫

課程安排緊湊，學員及講師用餐不久即於一點鐘開始下午的課程，進入分組討
論與評審實作改寫的練習。
其實所有參與工作坊的學員在報名之時，即可下載金老師提供的作業──三篇
個案報告，目的就是為了讓大家能夠先預習，再帶到課程上，結合聽課學到的原
則原理來加以應用，幫助大家學會從不同的角度看文章。其中兩篇已經審過的個
案報告，或許還可以再找出亮點，另一篇未審的，徵得作者同意，希望可以多得
到回饋意見。
經現場分小組、安排組長、分配報告後，金老師請各組依五大層面進行討論：
審查「前言中動機及重要性」的陳述、提出個案報告的主題、提出「文獻查證」
查詢方法、提出 Gordon 十一項健康功能評估中與主題有關的評估、提出護理過程。
討論期間，交流熱絡，不少有審稿經驗的學員吐露，看出問題點不算難，要給
出修改建議最難。金老師不時走動，聆聽、提點，鼓勵先不求面面俱到，而是要
抓出重點在哪裡，「把哪一段改到位就很好」。聽聞有人提問護理照護過程是不
是一定要全部講齊，金老師回應不需要照範本寫滿，講清楚就好，而且如果確認
主題是著重在自我照護提升的部分，就應該隨之調整，看見前後關聯，也要回溯
到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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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 的 課 程 進 入 到 改 寫 實 作 演 練， 學
下
員分組進行個案報告的審評討論。

腦力激盪秀成果

 繼 春 老 師 走 動 聆 聽 各 組 討 論 內 容，
金
並針對提問予以回饋。

雙向交流回饋

討論時間結束，五個小組的代表輪流上臺報告，每一組報告完，金老師都會予
以回饋，並且邀請組員自由分享實作應用後的學習或感受。
「今天最大的學習是，對一篇文章先不要否定它，要找一找優點！」第一組的
組員奇美醫院柯雅婷組長說，她一開始讀這篇報告是否定的，想勾選「拒絕」，
但是下午再看一次，卻轉向肯定它了。因為這篇文章讓她知道，原來一個青少年
肺結核患者會遇到這些問題，照護上需要做到這些準備，包含生理的還有心靈上
的，真的值得被發表，讓護理同仁未來若遇到同樣的情況，能學習和應用到臨床
的實際照護。金老師聞言回饋，有些文章的確要花很大功夫，要告訴作者從哪邊
著手好、不同的題目給予不同的建議，再看他會改出什麼樣的內容，往往要修改
往返好幾次。「（審委）就好像一個採礦者，要怎麼切、怎麼磨，才發現，啊，
原來這是一顆鑽石！」
花蓮慈院神經外科專師向雅玲代表第二組報告，建議整體上能朝向青少年心理
狀態與身心調適去補強，讓故事的延展度、發展會比較豐富。而臺中慈院范姜玉
珍護理長代表第三組報告，「文章什麼都有了，但似乎缺少精緻感，像一家吃到
飽的餐廳，放到雜誌，可能缺少可看性。我們要做的是把它弄成米其林餐廳。」
據此建議可增加心理評估及家屬共照的層面。金老師皆予以正向肯定回饋。
第四組的臺北慈院護理部廖如文副主任分享，第一輪看完其實找不到優點，
之後才開始找不同的角度切入，進一步發現了這個加護病房（ICU）照護三天就
讓直腸癌病人能自我照護腸造廔口的「超人護理師」可以再著墨處，第一個是
如何展現熱忱？第二個是拍攝衛教影片的部分，因為是她另外花時間徵得病人
同意後拍攝專屬他自己的衛教影片，好讓病人反覆觀看，這樣的額外付出，也
許正是她和病人建立關係的亮點，也就是說強化質性書寫的部分，可能讓文章
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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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老師回應，現在的護理觀念，更強調在此時此刻，這個病人的最高需要在哪
裡？所以說主護在加護病房，不見得就是要教病人自己怎麼做照護，而是要激起
病人自我照護的動機，這個時候護理師的功能也在這裡，正因為她在前端做了一
些什麼，過程到後面可以發揮更好的效果。個案報告不只是呈現照顧行為，還有
護理師是怎麼付出的？包含關係的建立、多做了什麼安排……，這也是後續病房
的同仁可以學習的區塊。
「這堂課有跳脫我對個案報告的框架，以前會覺得這裡一定要放什麼，像是護
理評估一定每項都要有，這次學到說，怎麼樣可以更以病人為主軸去做探討。」
門諾醫院加護病房魏鳳儀護理師代表第五組報告後分享了學習心得。她說自己在
看學妹報告時，也會想要放自己想要的東西，覺得它應該是這樣，「可是實際照
顧病人的是主護，在寫個案報告，應該是主護可以準確的描述出她和這個病人之
間的狀況、怎麼去解決問題，我要做的應該不是去控制她寫什麼，而是協助她把
想要講的，清楚的描述出來。」

護理專業轉換到照護故事

發掘價值感

幾位組長也分別回饋學習心得。協助指導後輩個案報告很多年的花蓮慈院葉惠
玲專師護理長表示，很感謝《志為護理》的行政助理吳宜芳，審稿前都會事先提
供在文獻查證和檢索類似文章的相關資訊給她。今天的課程讓她對於如何指導個

成大護理學系李歡芳老師分享審評實作應用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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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性的書寫更有想法。另外，有幾位小組成員很精進，雖沒有審稿經驗，但是因
為在帶人方面遇到瓶頸而前來學習，在聆聽大家的討論時，也提出她們在臨床上
遇到的問題請益，這樣的交流讓她覺得非常互惠，審稿也多了一層意義。
花蓮慈院護理部戴佳惠督導笑言，憶及自己第一次審稿是逐字修，不僅「審稿
的人痛苦，被審稿的人也有挫折」，今日的課程還讓她學習到能夠看出文章結構
前後關聯，還有如何給出具體建議方向。
「N3 報告通過了，要走向雜誌發表，轉換真的不容易。我們審稿時發現到差異，
書寫層面上的訴求也有所調整，首先是改掉了表格，寫法不再那麼制式，進一步
希望引導投稿者把故事性帶進來。」身兼《志為護理》雜誌主編的花蓮慈院護理
部王淑貞副主任希望夥伴能一起為提升期刊品質而努力。
參與課程的慈科大護理系張紀萍主任指出，今天的課程讓她體會到，「審委看
一篇文章，應以指引取代批判；批判是相對容易的，指引要告訴人家如何正確去
做，需要火候。」她說金老師經驗豐富、旁徵博引，將生硬的理論深入淺出，佐
以大量的舉例活用，而且看到一個年資很深的前輩，一直在翻新觀念，值得學習。
課程尾聲，章淑娟主委娓娓道出，近日朋友的先生因呼吸喘送急診，隔天早上
診斷是癌症，且已經蔓延到肺、肝，探病時見人雖然很喘，卻還是清醒的，期間
曾進到外科、內科的加護病房，但仍於五日後往生。章主委前往慰問時，朋友提
及，在加護病房照顧先生的護理人員，曾要她去拿一個東西，待拿來、按鈴要進

左圖：臺北慈院護理部廖如文副主任述說檢視個案報告的整體建議方向。
右圖：花蓮慈院葉惠玲專師護理長分享課程讓她對於如何指導個別性的書寫更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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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身兼《志為護理》雜誌主編的花蓮慈院護理部王淑貞副主任希望夥伴能一起
左
為提升期刊品質而努力。
右圖：花蓮慈院護理部戴佳惠督導分享在審稿上的學習。

去，按了很久沒有人接應，就再按，該名護理人員來開門的時候就對她說：「請
您不要一直按，您一直按，我們要怎麼照顧病人？這樣會是病人的損失。」這讓
已經是身心俱疲的家屬覺得好像受到責怪。後來朋友去辦事，要女兒把臉盆帶進
去病房，女兒按了兩次鈴，同一名護理師又「教訓」了一次，讓她心情很差。章
主委聽到這裡，心也跟著沉下去。
述及至此，朋友請她稍待，上樓拿出一封信，說此信是醫院的人輾轉交付給她
的，信中說明她是加護病房裡照護先生的大夜人員，「很遺憾您們親愛的家人離
您們而去，您們應該是很難過的時候，希望這封信可以給您們一些支持。不知道
在加護病房那幾天，您們有沒有機會跟病人談過話、道別？我要說的是，在我照
顧他的晚上，他有跟我說到，『我真的很愛我的妻子，她真的是天下最好的太太，
我很後悔，以前我是用錢去愛她，讓她自己去玩，我很後悔沒有好好陪伴她，我
也很後悔沒有支持孩子想要讀的科系，我的孩子都懂事又體貼，我應該要多花一
點時間好好陪他們。……』」文末護理人員說明，這些是病人留下的話，希望也
給他的家人聽。
讀到這封信，章主委對該名護理人員完全改觀，本來心情沉重，突然很感動，
覺得錯怪了她。一封信，一個晚上的談話，讓一家人從愁雲慘霧中得到莫大的安
慰。這個故事經徵得家屬同意，章主委拍下書信內容並當作教材，家屬也表示會
再寫感謝信給慈濟醫院。
有時候，護理人員看似多做的一點點，就可以幫助到病人和家屬很大。章主委
員勉勵：「很多個案報告寫得很表面，實際上我們護理人員做很多，只是沒有表達
出來，我們審委就是要去發掘，彰顯他們的價值感，他們的付出、一點點的幫助，
可以讓病人和家屬，在過程當中，得到最大的心靈安慰。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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