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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趣
職場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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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喔！我想起來了，妳是 5+2 產學

專班的學妹，一週工作 3 天，我們都很

羨慕妳呢，有 2 天可以回學校上課，喘

口氣，真好。』

「學姊，我壓力很大耶，單位要學的

東西很多，加上學校的作業，還好有學

姊跟老師可以指導我。」

『不過妳那時候鬧了笑話，問妳 WBC

正常值，妳回答 5 萬到 8 萬，我們都笑

到翻掉……』

「學姊妳怎麼『醬』，去年剛畢業到

單位很緊張，覺得臨床很可怕，所以才

會口誤，是口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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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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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五加二專班已有畢

業生正式進入職場，等於是「職場學習」

也多了一種方式。

「職場學習 (workplace learning)」是

工作場所的學習機會與活動，本期問卷

嘗試了解臨床護理同仁關於職場學習的

經驗與感受，提供醫院與學校方未來職

場課程規畫的參考，活化同仁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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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在職進修，例如學校二技在職班或

碩、博士班在職生等，也包括非正式的

自學，例如語文、溝通、互動分享、網

路學習、讀書會等。職場學習是一種過

程，持續經驗的累積，在不同領域中個

人適應與外在環境之間的轉化，是創造

研發學理與實務的過程。本次問卷回覆

來自慈濟醫療志業七家醫院護理同仁，

有效電子問卷計 1,414 份。基本資料在

21 至 30 歲年齡層護理人員占本次調查

人數 52.9%，對於護理新血而言，正式

與非正式的職場學習有其必要性，而目

前醫院服務年資在 5 年以上占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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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五成在職進修		

單位交叉訓練、學會研習、

專業科別各三成

終身學習在護理的職涯發展扮演重

要的角色，第一題詢問職場學習的類型

中，近五成同仁曾經或現在選擇在職

進修，其次依序為「單位交叉訓練」

32.2%、「學會研習」30.8%、「專業

科別訓練」29.0%。

護理的交叉訓練或跨單位支援時，經

由不同科別的知識、學理、技能的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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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 %

女 1,331  94.1 

男 83  5.9 

總計  1,414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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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109 7.7 

總計  1,414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人數 %

內科 257 18.2 

外科 217 15.3 

小兒 50 3.5 

婦產 53 3.7 

急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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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 人數 %

≦2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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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1,414  100.0 

目前服務醫院的年資 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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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1,414  100.0 

5+2
Nursing

Network

Language

Clinical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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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進修  48.0 %

專業科別訓練  29.0 %
( 例如急診、重症訓練、個管師、血液透析等 ) 

5+2 產學專班  2.3 %

學會研習  30.8 %

單位交叉訓練  32.2 %

讀書會  10.0 %

自尋教材自主式學習  25.2 %

其他  1.2 %

仁的潛能，從而獲得更多的廣度、深度

與創造力；而「學會研習」與「專業科

別訓練（例如急診、重症訓練、個管師、

血液透析等）」也分別占三成多或近三

成，顯示護理人員結合自身現有的觀念

與實務經驗而創造出突破性的成長，找

到自己人生成長的方向，深化並跨出自

己原本熟悉的專業領域，藉由職場學習

培養不斷學習。

有 25.2% 選擇「自尋教材自主式學

習」，表示有些護理人員有自己找答案

的習慣，也落實終身學習的核心素養。

四分之一的同仁自尋教材自主式學習，

而且一成的同仁參與讀書會，顯示職場

學習不僅推動護理專業繼續教育、二技

在職進修實習課程等正式課程，更激勵

同仁終身的、持續不斷的學習，成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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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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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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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讓跨學科的學習更方便，在職場的

學習活動時更靈活有彈性。

請問您的職場學習類型是屬

於？ (	N	=	1,414，複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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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會參與職場學習的動

機是什麼？ (		N	=	1,414，

複選	)
2
個人興趣  40.3 %

追求臨床專業  56.4 %

學會積分  55.1 %

同仁間激勵  15.8 %

其他  2.5 %

至今護理五加二產學專班學生已有畢

業生進入職場。五加二產學專班採在職

進修模式，每星期在校上課 2 至 3 天以

及一週上班 3 天，將學校課室與醫院單

位相結合做課程，五專所學的基本功加

上需考取的護理師證照、欠缺的臨床經

驗，護理五加二產學專班將這一塊補起

來，培育出來的不只有專業知識、技能，

職場態度、團隊合作與抗壓性，做中學、

學中做，能夠明顯的累積實務經驗，幫

助專班學生了解醫院所需的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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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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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人興趣」40.3%。整體而言，「追

求臨床專業」、「學會積分」與「個人

興趣」決定了職場學習的動機，因此，

在規畫相關課程或實作時需要整合多樣

化的學習設計，性別、年齡、服務年資

與單位科別延展性不同，為符合同仁需

求，除基礎外更需要適當的廣度與深

度，融入多元化與創新的設計，除了實

務與學理的結合，藉由職場學習開創第

二專長，提升職場的創造力，對個人、

單位都能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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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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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顯教師的功力是學習有沒有成果的核

心，包含所準備講義、教材、多媒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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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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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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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關鍵字轉化圖像，例如概念圖、

心智圖等。

請問您個人偏好的學習方式

是什麼？ (	N	=	1,414，複

選至多 3項）
3
偏好理解  52.0 %

傾向記憶背誦  9.2 %

喜歡自己統整分析  25.5 %

需要講師整理重點  37.6 %

以講義或課本為主  25.5 %

會延伸學習  16.8 %

同仁間討論  28.6 %

實務體驗學習  38.0 %

其他  0.3 %



最困擾是下班後疲倦與課後作業

至於什麼原因造成護理同仁在職場學

習時的困擾，第一名是「下班後疲倦」

(69.4%)，這部分可能與目前臺灣的護

理環境有關，病人病情變化、超時工

作、單位人力不足、輪三班、文書作業、

會造成您在職場學習的困擾

是什麼？ (		N	=	1,414，複

選至多 3項	)
4
下班後的時間規畫  41.7 %

需要閱讀很多資料或文獻  37.3 %

需要寫作業或書面報告  43.9 %

不知道找誰討論  9.6 %  

在他人面前進行口頭報告  15.1 %

上課或念書容易分心  9.3 %

下班後疲倦  69.4 %

缺乏經費的支持  12.0 % 

其他  0.8 %

病人或家屬的態度等，成為影響職場學

習的關鍵。其次是「需要寫作業或書面

報告」43.9%、「下班後的時間規畫」

41.7%，因此，不管是作業造成的困擾

或是時間管理因素，如何結合職涯規畫

與終身學習？是的，藉由有效的學習可

以透過過去成功的學習經驗，加上實際

工作經驗的發展過程，讓自己的專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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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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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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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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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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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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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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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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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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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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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授課老師教學認真且專業  41.7 %

資深同仁的關心

並提供相關輔導  28.6 % 

同仁或學姊、學長相互討論  36.2 %

提供多元課程選擇學習及

研究資源充足  30.1 %

課程內容豐富實用  20.4 %

符合工作上需要  40.5 %

其他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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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希望職場學習能帶給您的

收穫是？ (	N	=	1,414，複

選至多 3項）
6
獲取專業知識  62.7 %

將所學的專業知識或

技能應用於臨床實務   58.6 %

處理問題的經驗與能力  46.7 %

培養理性思考的能力  22.1 %

腦力激盪多元想法  13.0 %

溝通表達的能力  19.6 %

傾聽、尊重別人的意見  20.9 %

其他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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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護理臨床教師為例，醫院會辦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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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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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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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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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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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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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正式的在職教育或非正式的多元學

習，提供相關獎助與服務。慈濟志業跨

院校整合對職場學習的服務，提供同仁

個別性的需求，在職場上遇到困難、面

臨抉擇時，幫助同仁強化專業、擁抱自

信，讓護理專業更有競爭力。

樂於學習精進		

接受新挑戰提升能力

問卷最後一題請問護理同仁希望職場

學習能帶來的收穫，比例最高的前三項

依序是「獲取專業知識」、「將所學的

專業知識或技能應用於臨床實務」、「處

理問題的經驗與能力」，結果顯示我們

同仁能夠隨時接受新的挑戰就是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