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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呈現臨床護理價值

志為護理期刊
編審工作坊

進
Advanced Study

精 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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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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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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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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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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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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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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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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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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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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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茹萍老師重點說明「期刊審
查委員的角色與審查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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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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繼 春 老 師 講 解
期刊審查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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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力激盪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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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的課程進入到改寫實作演練，學
員分組進行個案報告的審評討論。

  金繼春老師走動聆聽各組討論內容，
並針對提問予以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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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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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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圖：花蓮慈院護理部戴佳惠督導分享在審稿上的學習。

  左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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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期刊品質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