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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廖如文　臺北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女 1,287 93.4

男 91 6.6

總計 1,378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士 1,099 79.8

副護理長 49 3.5

護理長 60 4.3

督導及以上 22 1.6

個管師(功能小組) 52 3.8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96 7.0

總計 1,378 100.0

年齡 人數 %

≦20歲 23 1.7

21-25歲 454 32.9

26-30歲 268 19.4

31-35歲 151 11.0

36-40歲 156 11.3

41歲以上 326 23.7

總計 1,378 100.0

目前醫院服務年資 人數 %

≦1年 185 13.4

1.1～2年 173 12.6

2.1～3年 144 10.4

3.1～5年 213 15.5

5年以上 663 48.1

總計 1,378 100.0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於 2020 年在

國際間快速且廣泛性傳染，臺灣在防疫

措施嚴謹下傳染狀況尚稱穩定，然自

2021 年 5 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在臺

灣北區本土病例爆發，共造成 14,590

人被感染，836 人因此疾病而過世 (

工作科別屬性 人數 %

內科 248 18.0

外科 202 14.7

小兒 46 3.3

婦產 55 4.0

急重症 274 19.9

功能小組 21 1.5

血液透析室 45 3.3

手術室 102 7.4

門診 211 15.3

心蓮 26 1.9

行政 28 2.0

精神科 40 2.9

其他 80 5.8

總計 1,378 100.0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累

計 至 2021 年 11 月 初， 全 世 界 已 有

247,472,724 人 被 感 染，5,012,337 因

病死亡 ( 世界衛生組織，2021)。

C O V I D - 19 是 由 S A R S - C o V -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病毒所造成，常見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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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一般流行性感冒，可能伴有嗅、味

覺喪失、腹瀉或呼吸困難 (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2021)。大約三分之一的

人症狀不明顯 (Gao et al., 2020)，81%

的人只有輕微至中度症狀 (CDC, 2021; 

Gao et al., 2020)，發病前幾天就有傳

染能力 (Meyerowitz et al., 2021)，主

要是因眼睛、鼻子或嘴巴黏膜接觸到病

人的口鼻分泌物而感染 (Meyerowitz et 

al., 2021)。病毒傳染途徑主要藉由病

人口鼻分泌物的飛沫或氣膠傳染，其中

氣膠可以懸浮在空氣中幾個小時以上，

在通風不良處更易傳染 (Meyerowitz et 

al., 2021)。基於此疾病難以阻斷傳染

途徑極易傳播，因此因應疫情，對於人

口聚集場所有相當限制，且希望民眾減

少外出，或外出時需要配戴口罩等以減

少傳播，這些限制改變了眾人的生活型

態，學校亦轉為線上授課。

護理人員為照顧病人的第一線人員，

相較於一般人有較高的被傳染風險，尤

其風險單位遍及醫院各處，包含急診或

大型篩檢站、隔離檢疫所、染疫者誤入

門急診、無症狀病人入住一般病房、確

診病人之專責病房、或社區疫苗接種站

均有不同程度的風險；各大醫院同時因

疫情加劇實施降載，將照護工作集中在

疫情期間，您護理工作服務內容調整為

( N = 1,378，複選 )1
原單位，沒特別變化 65.9%

支援專責病房或檢疫所 ...等，照顧確診病人或居家隔離民眾 15.2%

支援大型疫苗站協助疫苗注射 15.6%

支援大門入口 TOCC、抗原快篩作業 ...等 12.3%

單位整併，照顧的病人科別改變 0.1%

其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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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日常生活中自我防護的調整

( N = 1,378，複選 )2

抗疫，讓護理人員的工作有不少改變；

除了工作，日常生活、孩子就學及家

人工作型態都可能改變的狀況下，對

於護理人員的影響又是如何 ? 

臺灣本土疫情的第一波，從 2019 年

底開始到 2020 年 6 月解除警戒這段疫

情緊繃時期，臺北慈濟醫院善盡職責，

臺灣確診死亡人數不多；誰知從 2021

年 5 月開始發生第二波來勢洶洶的疫

情，幸好到現在 (2021 年 12 月 ) 已漸

趨緩，從三級警戒調降至二級警戒，護

理師的人力需求也從支援快篩及專責

病房調整為支援疫苗施打。本期由臺北

慈濟醫院護理部主責之封面故事，以

「面對新冠肺炎的變與不變」為主題，

探討七家慈濟醫院護理同仁在 2021 年

本土疫情爆發後，面對這波來勢洶洶

的變種病毒及本土感染案例激增衝擊，

護理同仁如何面對三級警戒疫情與學

習，將變化轉換為如常，讓工作與生

活上的影響降至最低。

本期有效問卷共計 1,378 份，首先調

洗手頻率增加 92.5%

隨時戴好口罩 97.1%

減少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外出 80.6%

外出時戴手套 16.5%

外出時戴防護面罩 17.9%

採購或外送物品要靜置消毒後才使用 43.3%

其他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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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護理同仁於疫情期間工作服務內容

是否有所調整，回覆問卷的人員中疫

情期間 65.9% 護理人員仍在原單位工

作，並未因疫情有所改變；相對的，

也有 34.1% 護理人員於疫情期間改變

工作的環境及內容，其中 15.6% 的護

理人員需支援大型疫苗接種站協助新

冠肺炎疫苗注射，12.3% 的護理人員需

要支援各醫療機構門口 TOCC 篩選及協

助抗原快篩採檢等作業，其中更有 209

位 (15.2%) 支援專責病房或集中檢疫所

任務；此外，尚有 48 名護理師工作內

容受到改變，其中 14 名則是原單位轉

為專責病房。雖然多數護理工作內容

並無影響，卻看到有三分之一的人對

於承接新任務展現出高度彈性與韌性。

隨時戴好口罩，最佳自我防護措施

隨著本土疫情快速延燒，疾病傳染

不再只有侷限在醫院內，日常的交通工

具、購物賣場、學校等因人群聚集都是

確診者常見足跡處，所以護理人員在

疫情期間日常自我保護措施也隨著疫

情警戒升高有所調整，97.1% 表示隨時

會戴好口罩，92.5% 會增加日常洗手的

頻率，80.6% 則因應疫情關係減少搭乘

疫情期間，與家人距離的調整

( N = 1,378，複選 )3
疫情期間未返公婆家或父母家 (非同住需跨區 ) 27.9%

不與同住家人接觸，改以電話或視訊連繫 25.4%

共餐採公筷母匙，或分流用餐 30.5%

改住臨時宿舍，與家人暫時分開 8.7%

與過往一樣，無調整 44.4%

其他 0.9%
1.5



22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封面故事

不不變變
新冠肺新冠肺炎炎面對面對 的的

與與 變變

大眾運輸工具及避免外出，43.3% 針對

採購或外送物品會靜置消毒後才使用，

17.9% 外出時會戴防護面罩，16.5% 外

出時會戴手套。

由於 COVID-19 病毒的特性，易在人

群中傳播且不易防範，身為第一線工

作的護理人員，除了工作中防疫措施

升級，日常生活也必須要調整自我防

護以避免或阻絕疾病的傳播，保護自

己也保護家人的健康。

擔心家戶傳染，

割捨小愛架好防疫網

護理人員因工作環境、工作內容被傳

染新冠肺炎的風險較高，再加上 2003

年 SARS 與 2020 年國外 COVID-19 疫

情中護理人員均曾出現染疫者，嚴重者

甚至往生，所以在面對本土疫情升起

時，護理人員可能會改變與家人的互

動的方式以保護家人，調查結果顯示

55.6% 的護理人員在疫情期間調整與家

人的距離，30.5% 會在用餐時採用公筷

母匙取餐或採分流方式用餐，27.9% 因

疫情關係避免跨區活動，暫時未返回

公婆或父母家，25.4% 在疫情期間不與

同住家人接觸，改採電話或視訊聯絡，

4 疫情期間，學習型態 (自我成長 )的調整

( N = 1,378，複選，至多三項 )

參與網路視訊研習會 69.9%

以網路直播教學或學習 59.1%

自我閱讀書籍或上網閱讀 29.6%

無暇學習 6.4%

與過往一樣，無調整 17.6%

其他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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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則暫時與家人分開，選擇入住醫

院臨時宿舍。

臺北慈濟醫院因地處疫情最嚴重的

新北市，於 5~6 月緊急開設五個專責病

房及新店檢疫所提供收治 COVID-19 確

診病人，這些專責病房的護理人員很多

是身為母親，在加入照護團隊時並未退

縮，且為了保護家人、孩子選擇入住

醫院宿舍，暫時與家人分開以預防感

染的問題，此時每日下班後與家人視

訊，是維繫親子間鏈結的好方法，也

因為這群護理師勇敢的加入照護團隊，

讓這波抗疫行動所需人力不虞匱乏。

疫情瞬息萬變，

唯有學習才能知己知彼、戰勝病毒

疫情擴大期間，為了增加人與人之

間的距離，避免室內群聚感染，中央疫

情指揮中心更限制了聚會的人數，原

本各項護理人員專業課程被迫取消或

轉為線上教學，包含護理學生的實習

亦改為線上實習。且在針對 COVID-19

傳播、防護、治療照護的學習，為了

即時更開啟了直播的研討會，讓醫護

人員的學習方式有別於傳統。

本次調查顯示 82.4% 在疫情期間學

習型態受到改變，69.9% 參與網路視訊

5 疫情期間，您紓解工作壓力的方式

( N = 1,378，複選，至多三項 )

看電視、窩在家裡追劇 72.7%

購買物品、網購頻率增加 48.5%

運動 21.3%

睡覺、休息 67.7%

解鎖 (開發 )新技能，
如廚藝精進、烘焙、理髮等等 14.9%

其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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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學習新知，59.1% 以直播方式進

行教學或學習活動，打破傳統教師與

學生須在同一環境的教學，29.6% 改以

自我閱讀書籍或上網學習，更有 6.4%

因疫情忙碌致無暇學習。

紓壓方式各有不同，

宅在家也有趣

COVID-19 疫情改變護理人員的工

作，也增加工作壓力。但因疫情影響限

制很多原本的活動方式，因此工作之

餘紓壓的休閒活動也受到影響，無論

是短中長程的旅行，或是郊外踏青都

被受限，大多數的休閒紓壓被限制在

家裡的空間為主，本次調查也是如此，

護理人員在疫情期間最多人 (72.7%) 採

取看電視、窩在家裡追劇作為紓壓的

方式，其次是睡覺和休息 (67.7%)，此

外 48.5% 因外出活動受限，使得購買

物品及網購的頻率增加，然為了身體

健康，仍有 21.3% 採用運動及 14.9%

學習新技能，例如精進廚藝、烘培等

作為紓解工作壓力的方式。

疫情下感受被疼惜與肯定

2021 年臺灣 COVID-19 本土疫情衝

擊各行各業，對於醫院工作者亦是一

大改變。護理人員在工作、生活上均有

轉變，也讓我們再次自我檢視個人對

護理工作的看法。44.8% 認為護理工作

不會因疫情衝擊個人收入影響到家庭

經濟來源；34.2% 覺得能運用自己的

專業照顧、膚慰及陪伴病人是很有價

值的事；27.9% 覺得在疫情中更能體

現護理師在全人照護的重要性，21.5%

的護理師覺得在疫情期間能夠幫助需

要被幫助的人是件很歡喜的事情，更

有 20.8% 的護理師感受到被肯定及疼

惜的；19.6% 覺得護理的品質因疫情而

被激發及創造，6.0% 表示因為疫情，

更增強繼續投入護理工作的意願。當

然，護理人員對疫情的感受是多元的，

8.9% 的護理人員表示在疫情期間增加

護理及非護理的工作量使他們疲累，

部分護理師更覺得護理專業在疫情期

間沒有被尊重。

在 COVID-19 疫情尚未完全趨緩的

過程中，醫院各項作業已陸續恢復至

疫情前的狀態，而護理工作除了如常

作業外，仍維持著因應疫情需照顧確

診或疑似的病人、支援篩檢、疫苗注

射等作業；尤其現今國際眾多國家依

據已完成施打 COVID-19 二劑疫苗的比

率，改採與 COVID-19 病毒共存的生

活模式，但也發現感染人數或重症人

數又再次升高，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針對疫情各項防範措施也陸續調整

中，然開放與疫情這個天平要如何達

到平衡牽動著護理人員的工作、休閒

與學習；疫情雖然改變了大家的日常，

只要心念一轉，生活都是自在輕安。

這波疫情是天地給予的「大哉教育」，

期待大家能把握因緣，用恭敬心接納

這次機會教育，人人往善的方向學習，

在善的道路上落實，同心協力，用愛

的力量消弭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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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次疫情，您對護理工作的看法

( N = 1,378，複選，至多三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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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歡喜，能幫助有需要被幫助的人 21.5%

很有價值，能運用自已的專業照顧、膚慰及陪伴病人 34.2% 

護理的品質是可以被激發及創造 19.6%

護理師是被肯定及疼惜的 20.8%

更能體現護理師在全人照護的重要性 27.9%

護理工作較不受疫情衝擊影響經濟 44.8%

繼續投入護理工作的意願增強 6.0%

其他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