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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stic Nursing – Training Trip in Taiwan
■ 文／上海徐匯區中心醫院培訓團

　 彙整／薛雷　上海徐匯區中心醫院副院長

赴台護理培訓小結

2007年5月19日到30日，徐匯區

中心醫院十名護理骨幹在院黨委薛

雷書記帶領下赴臺灣花蓮慈濟醫院

就護理臨床實踐、管理、教育、人

文、社區等方面的內容進行交流與

探討，在此期間並參觀了玉里慈濟

分院和慈濟醫學院、慈濟護理學

院，所到之處均受到熱情誠摯的歡

迎和接待。臺灣之行給我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現總結如下：

此次前往學習的花蓮慈濟醫院是

一所為善款建蓋起來的佛教醫院，是

台灣東部唯一的醫學中心，擔任東部

地區緊急醫療網的基地醫院，是台灣

首家全院通過ISO9002品質認證的醫

學中心，並二次通過SGS稽核，率先

成為ISO9001二千版認證醫療機構。

醫院宗旨：人本醫療、尊重生命；

醫院任務：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

護愛；醫院目標：社區化、人文化、

資訊化、國際化。在這短暫的學習

期間，感受最深的是護理同仁服務

以人為本的護理

花蓮慈院護理部章淑

娟主任(右)歡迎上海

前來培訓的徐匯區中

心醫院同仁，左為該

院副院長薛雷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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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以人為本」服務理念的處處

體現，以及充滿愛心、細緻的護理服

務，讓我們從中找到了差距。

一、 醫院極其注重醫院文化建

設，處處體現「以人為

本」。

醫院的任何設施和制度均是從

病人實際需要出發，處處體現「以

人為本」。醫院環境優美，建築高

大寬敞、室內乾淨整齊，各種標誌

明顯清楚；門診大廳備有輪椅，隨

時可取，極為方便；老花眼鏡租借

便民舉措；生動活潑的衛生宣教

欄；住院病人檢查有專人護送；醫

院不僅為患者著想，還為患者家屬

著想，為監護病人家屬設有免費的

床位，陪護家屬留在病人床邊，醫

院提供折椅休息；醫院為臨終病人

設有祈禱室（懺悔室、告別室），

是家屬與病人告別的地方，這樣減

少了許多醫療糾紛。並把文化氣息

引進醫院，環保藝術作品展覽、各

種油畫、水墨畫和雕塑，借藝術之

美，陶冶心靈，降低病人候診時的

焦慮情緒，以此緩解醫院的緊張氣

氛。晨間待診的病人伴隨優美的音

樂在醫務人員指導下輕鬆的舞動

著，舞蹈與音樂中融入了健康教育

的內容。

二、 科學、嚴謹的管理制度，

和諧的工作氛圍，服務注

重細節。

1.   護 士 的 進 級 制 度 護 士 分

為：N1、N2、N3、N4四級，護

士有嚴格的進階制度，每個人必

須具有護理師或護士執業執照，

經培訓及專科訓練合格。要求每

年考績甲等以上，對資歷要求嚴

格，注重臨床護理經驗的積累，

進階沒有學歷的要求。護士級別

表現在護理服務不同層次的需

求，專科護理師承擔健康教育及

病房科教工作，形成良好的護理

梯隊結構。

2.   護理人員職業道德培養重於技術

培養，注重團隊意識，營造和

諧、寬鬆的工作環境。在實習期

間著重培養愛傷觀念，體驗病人

之痛苦，及時瞭解工作中的困惑

並積極追蹤思想回饋，為穩定專

業隊伍打下了扎實的思想基礎。

來到玉里慈院，上海

朋友們感受到同仁的

熱情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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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病房工作分工精細，切實體現護

士深入病房圍著病人轉，後勤保

障圍著一線轉。

每個病房配有專職辦理出入院處

置的人員，提高工作效率，方便病

患。醫生醫囑直接輸入電腦生成醫

囑執行單，減少了環節保證了準確

性，各類醫囑除高危藥品（氯化鉀

等）及輸血必須雙人核對外均直接

執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並充

分體現護士的工作責任心。

． 病房工務員僅一名專門負責保潔工

作，護送、配膳全院統一配置，減

少人員浪費，提高了工作品質。在

病房親眼目睹待送檢病人電話通知

後5分鐘之內護送人員就到達規範

護送直至病人安返病房。

4.  護理服務一切以病人為中心，只

要是病人的需求，沒有任何推諉

的理由。

． 護士充滿熱情，每班都將自己的名

牌掛於病人的床前並告知病人。病

區隨處可見關懷語，每個護理單位

都有「心靈花園」。注重與病人的

心理溝通，尤其健康教育更落於實

處，病房住院天數6－10天，所以

出院的教育更為細緻。

5.  管理資訊化，全院各部門均已聯

網，省時、省力，提高了工作效

率。

． 全院各項制度、護理操作流程網

上及時可查詢，在考核中不強求

每一項流程要熟背，但必須能及

時查詢到即可。各類醫院資訊及

護理資訊通過公告板發佈，電子

辦公減少了會議，提高了效率，

每日晨、晚間護士長通過電腦及

時瞭解資訊。

． 醫療病歷、護理病歷都入電腦，

一切治療、檢查全部程式化，每

個病房有專人（高中畢業生）輸

入。研究制定了護理電子病歷，

原來玉里慈院張鳳崗

醫師跟薛雷副院長是

同鄉，兩人立時相見

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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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了常見病的護理病種病歷，

含有護理診斷、護理措施、標準

護理計畫，護士可根據病人的具

體情況在電腦中選擇列印後粘貼

在護理病歷中或使用印章的方

法，節省了護士書寫的時間，他

們認為護理病歷是醫療病歷的補

充，對病情變化的時間、程度、

性質與醫療觀察的角度不同，醫

生用英文記錄，護士用中文記

錄，護理記錄簽名，要求寫護士

級別和姓名，如：N2李XX，由護

理級別看應承擔責任的大小。

． 病 房 各 職 級 人 員 的 理 想 結 構

為N1：N2：N3=2：4：4；每班次

資深人力的安排比例為：N2以上

占60%，N1、N0占40%；占床率

大於85%即增派人力、低於85%補

休、借休減少人力。護士長使用

電腦排班，公平合理，排好班後

放在護士的郵件箱裡，隨時可以

見到。如有護士需臨時調班，必

須在同年資護士之間調換。

實施電子考勤，學分註冊、休

假、獎懲記錄均儲存在電子檔案

中。護士長對護士的考評、工作考

核、工作量都記錄在電腦中。各類

設備維修電子申報，首先由專門部

門對報修物品進行評估，損耗程度

及維修費用科學評估後，通知維修

或重新申購。

6.  實施意外事件預備報告及病患預

防意外事件報告制度，對各病房

存在的護理隱患及時上網公告，

上海徐匯區醫院培訓

幹部紛紛拿出相機紀

錄居家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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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護理部組織護理管理人員針對

個案進行討論提出建議及改進

方案，將各種隱患消滅在萌芽狀

態。鼓勵意外事件及差錯通報，

對於通報科室給予嘉獎，營造工

作中誠實的工作態度，避免了隱

瞞差錯的弊端，宣導慎獨精神。

7.  環保及節約意識的普及及自覺實

施。

節約落實於工作細節中，只要人

不在房中，隨時關燈，沒有一絲的

含糊。紙張的再回收，不隨意浪費

一張紙，可回收紙張統一放置。垃

圾分類放置，尤其醫用廢棄物的處

置令人欽佩。舉例：病人輸液完畢

輸液皮條針頭進銳器盒、皮條進塑

膠回收盒；瓶蓋上的小鋁片取下進

金屬盒；橡皮塞進專用盒；袋內溶

液傾空才算處置完畢。

． 在慈濟期間，一次性飯盒、筷

子、杯子無人使用，每個人都隨

身攜帶餐具。

8.  志工的服務是病房的一道美麗風景

線，無私的奉獻、默默為病患付出

愛與關心，緩解了醫患關係。

9.  臺灣從1995年實施全民健康保險

後，由於實施的是按量計酬的支

付制度，醫療費用逐年上漲，於

是，在醫療機構實行按病例計酬

的支付制度和審核方式，以控制

醫療費用的上漲。因而各醫院都

在尋找能有效控制醫療成本、減

少浪費的方法與措施，慈濟醫院

也將這一方法用於臨床。通過實

施臨床路徑明顯見到：降低住院

天數、降低醫療費用、建立團隊

精神、加強各學科之間的交流，

改善與病人和家屬的關係、利於

提高醫療品質，減少醫療差錯與

糾紛的發生，由於路徑是專業人

員共同制定的，可減少醫護人員

個人的疏漏。

三、 充滿愛與溫情的安寧照

護。

慈濟醫院的心蓮病房也給我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個病房收治的

是臨終病人，但提供的護理服務卻

同為護理專業，徐匯

區醫院護理幹部們對

於慈院滿是愛與溫情

的照顧模式、延伸到

院外的居家照護等，

都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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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著柔情，深深地感動著我們。

可以說是一個既具創意又貼心的病

房，醫護人員和志工們，個個都很

有創意，貼心地設計了許多用品，

讓病患們更舒適、更方便。如果你

在心蓮病房看到有人掛了兩支襪子

在肩膀上，可不要誤會，這是護士

改良設計的簡易版熱敷墊。人的肩

膀附近有許多穴道，將熱敷墊放在

肩膀上，除了保暖，還可以按摩穴

道，讓身體更健康；除了熱敷墊，

心蓮病房還有尿袋專用組、加長版

放尿袋的肩背帶、有鞋帶的拖鞋。

上面這些創意的來源，均是心蓮病

房醫護人員及志工對病患的貼心所

激發的靈感。病房中的沐浴設施是

浪漫的海邊風景屋、充滿綠意的陽

光天臺、洋溢著咖啡香味的休息

站、臨終前的攝影及錄影處處體現

著醫護人員無微不至的關懷，讓我

們感歎平時的護理工作不是做的太

多而是太不夠⋯⋯這個病房處處讓

病人在有限的生命中得到無限的滿

足和安慰，享受生命最後的陽光。

四、 完善的居家照護，護理服

務的延伸。

1.   病人從入院開始就作出院的準

備，入院後醫生、護士分別對病

人的慢性疾病史、病情、生活自

理情況、康復等各方面做一個全

面的評估，如鼻飼胃管、導尿

管、褥瘡、傷口換藥、腹膜透

析、呼吸機應用等。評分表網上

發佈，出院服務部專職護士每天

上網尋找服務物件，並進病房再

這一趟台灣之行，讓

上海徐匯區中心醫院

護理培訓幹部們個個

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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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評估病人需照護的內容，與家

屬進行溝通，由病家提出申請，

簽定照護協定，建立病例檔案。

病人出院後立即執行居家照護計

畫。

2.   健康教育貫穿於整個住院期間，指

導、示教病人及家屬應該掌握的基

礎護理操作，教育、回饋再教育、

回饋，直到真正掌握為止。

3.   出院後定期家訪至少兩週一次，

直到照護計畫完成。每次隨訪必

須完成隨訪記錄，評估病人情

況，家屬確認簽字。

專科護士必須經過專業培訓取得

相應資格認證方可上崗。病人所需

的醫療床、氣墊床、仰氣供應機、

呼吸機均是向醫院租借。

通過在台灣的參觀學習，深刻

體會到「以人為本」服務理念的

內涵，認識到在服務觀念上存在較

大的差距，為此我們需要加倍的努

力，打造具有徐匯區中心醫院特色

的護理品牌，為病患提供優質的護

理服務。

1.  精細管理，為病患提供優質的護

理服務，借鑒慈濟管理經驗應用

於臨床。節約人力式健康教育、

出院流程書面公示方便病人。翻

身墊製作、乒乓板約束手套應用

於臨床。日期提示貼紙應用方便

臨床護理工作。

2.  護理管理科學化，合理安排護士

班次和人員配置，營造和諧、積

極的團隊氛圍。

3.  建立護理資訊管理程式。慈濟醫

院的護理資訊管理體制使我們深

受啟發，護理管理體制規範化、

科學化、快捷方便。護理部與電

腦部門共同建立護理行政管理

作業系統、臨床護理作業記錄系

統。包括護理行政資料庫、臨床

護理資料庫、人員排班、考勤、

學分註冊等。

4.  注重節約，宣導環保意識，從自

我做起，從小事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