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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談志工服務對臨床護理專業的提昇

投入志工服務的行列，

儼然成為風行台灣的休閒選擇之一；

而志工經驗，

對於護理從業人員的專業，會有任何的影響嗎？

護理學門，是科學，是藝術；

護理工作的本質，是一項助人的專業，

對人性的關懷，是護理人員的基本人格特質；

做志工，把生命焦點從自己，放大到他人、社會，

投入社會某一個真實環境、面對某一些人，

可能貧窮、可能病纏身、心悲苦，

在這樣的真實情境中，

付出勞力精神，卻能得心靈的富足：

激盪出關懷、接納、同理、真誠……，

不吝惜對他人流露愛與關懷，

更發現珍愛自己的重要。

回歸臨床照護，

他人與自己的關係，似乎更貼近了；

懂得志工付出利他的心情，

護理的專業頓時輕鬆了起來，溫柔了許多，

疲累的時候，是不是該再去做志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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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服務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似

乎已成為一種顯學，蔚為風範，讓台

灣成為行善之島，但是護理人員參加

志工服務的意願如何？志工服務經驗

對護理人員的專業素養和專業發展會

有任何影響嗎？參加者的感覺又是如

何呢？

在了解這些問題前，讓我們先回顧

志工服務的歷史和發展。

人性關懷  護理與志工本質

「志工服務」或說「義工服務」

的概念在東西方社會已有長久發展的

歷史，在華人社會裡，由於強調非

正式系統的支持關係，志工服務通常

是基於個人隨機性的慈善行為，或是

基於宗教、血緣、地緣關係所發展的

一種集體互助角色；反觀西方的志工

服務，則源自於福利思潮。西方社會

在經歷工業化和現代化後，政府受到

財政赤字的衝擊，公共服務措施明顯

地不足，導致國民生活水準普遍地低

落，為了彌補政府投資的不足，又能

減少政府的支出成本，由政府委託非

營利組織經營的模式於是產生，這些

非營利組織運用大量的志工以降低成

本，政府也大量使用志工來進行公共

服務的工作，在這樣的情境脈絡下，

促使了志工服務的興起，以培養公民

意識和拓展公民對社會責任的實踐。

在2001年，聯合國宣布該年為

■ 文／林玉娟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性別 人數 %

男性 38 2.7 

女性 1,372 97.3 

合計 1,410 100.0 

教育程度 人數 %

專科 629 44.6 

大學 729 51.7 

研究所 52 3.7 

合計 1,410 100.0 

服務單位別 人數 %

急重症單位 318 22.6 

內外 249 17.7 

外科 174 12.3 

門診 172 12.2 

其他特殊單位 157 11.1 

產兒科 95 6.7 

精神科 47 3.3 

骨科 33 2.3 

神經/復健科 16 1.1 

其他 149 10.6 

合計 1,410 100.0 

職稱別 人數 %

基層護理人員 972 68.9 

資深護理人員 172 12.2 

正副護理長 129 9.1 

專科護理師 77 5.5 

個案管理師 38 2.7 

合計 1,410 100.0 

基本資料統計：臨床護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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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志工年」，使志工服務成為一

項世界關注的議題；同年，我國的立

法院也三讀通過了「志願服務法」，

不僅提倡公民社會責任的觀念，也保

障參與志工服務者的權益。志工服務

最大的特色在於完全的「利他性」，

個人在參與服務的過程中，不僅「努

力付出」且「不求回報」，因這樣的

精神和理念，使得個人在參與志工服

務的過程中，不僅體驗服務的意義，

也學習到對自我的了解，進而將服務

的特質內化成為人格的一部份，轉化

個人的價值觀，提昇自我的成長。

護理，是一種助人的專業，也是

一門藝術；在專業關係中，護理人員

協助病人恢復健康、預防疾病，減輕

殘障對生活的衝擊，或安詳尊嚴的完

成生命旅程；然而在提供不同病人各

種專業照護的同時，也需要心理層面

的各種特質配合，如：關懷他人、接

納、同理心、真誠、清晰的溝通、有

目的的互動、承諾與義務等等特質，

簡單地說，就是能夠在忙碌而繁雜的

護理與行政工作完成的同時，不忘把

心放軟，將「人性關懷」呈現於工作

中。聽起來，上述的特質，不正是樂

於助人的志工所需要的。

八成護理人當志工 居家關懷最多 

只是，護理人員已經夠忙了，還有

空去參加志工服務嗎？參與志工服務

對護理專業和成長會有任何幫助嗎？

護理人員是否認同參與志工服務是一

種提昇專業自我成長和培養專業素養

的方法？對於參與志工服務又有什麼

想法與感受呢？本篇文章的問卷調查

就來了解臨床護理同仁對這項議題的

否
(N=325)

23% 是
(N=1085)

77%

您是否曾參與過志工服務？

(N=1,410)Q1

您曾參與的服務類型？

(N=1,085，可複選)Q2
居家關懷 33.3%

資源回收 30.2%

清掃社區 24.6%

國內賑災 12.5%

居家環境改善 12.4%

慈濟園區導覽 8.8%

冬令發放 7.0%

國際賑災 4.7%

其他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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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與感受。

本期問卷以慈濟六院區的護理同仁

為母群體，回收1,410份有效問卷。

以女性為主(1,372人, 97.3%)，平

均年齡30.2歲(標準差± 6.7)，教育程

度以大學為多，佔51.7%，服務單位

以急重症單位佔多數(22.6%)，其次

分別為內科單位(17.7%)和外科單位

(12.3%)。

統計結果顯示，有將近八成(77%)

的護理同仁曾經參與過志工服務。或

許，在慈濟志業體的環境裡，隨時可

有的志工活動，也是高比例的原因之

一。

而這近八成護理同仁曾經參加過

的志工服務類型，以「居家關懷」

(33.3%)、「資源回收」(30.2%)、

「清掃社區」(24.6%)比例較高。願

意走出醫院到病人家裡或社區弱勢家

庭進行居家關懷，讓護理同仁得以發

現病人在家裡和在醫院的條件差別，

更能理解應該注意的問題和需要關懷

的事情，對護理專業的成長具有正面

的意義。

而資源回收、國內和國濟賑災義

診、發放活動則是慈濟志工的服務特

色，雖然數字比例看起來不高，但是

曾參與過的同仁總是收穫滿滿；尤其

是國內外賑災與醫療義診的服務經

驗，讓護理同仁不僅能發揮護理專長

救人、助人，這樣的時刻，有一點點

能夠體會南丁格爾那樣的時代，親眼

見證災難、膚慰病苦，更能感受護理

角色的重要與榮耀。

感恩知足能同理

做志工豐富專業力

參與志工服務，到底有那些心靈上

的收穫呢？將近三分之二的護理人員

表示他們學習到感恩(60.6%)、超過

二分之一的護理人員表示他們學習到

知足(57.0%)、同理心(56.6%)、和尊

重(50.6%)、四成左右的護理人員表

示他們學習到付出的喜悅(42.5%)、

三成左右的護理同仁表示他們學

習到：資源再利用 (36 .1%)、包容

(35.1%)、和無常(32.4%)，學習面對

問題(20.6%)和孝順(13.5%)則是另外

二種收穫。

護理人員若能具備護理專業素養

的特質：無條件的關懷個案、對個案

表示興趣、能夠真誠面對自我、以不

批判的態度接納與尊重個案、同時能

夠設身處地、感同身受他人的心情與

感受，並產生將心比心，心同此理的

共鳴，則將能夠與個案建立溫暖、喜

歡、友善、支持的治療性專業關係，

了解個案真正的需求與問題，進而以

專業知識和技能提供個案所希望和

需要的專業協助。所以，由護理人員

回答的收穫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志工

服務確實對護理人員的專業素養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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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響，尤其是對同理心和尊重的建

立；而感恩、知足與付出的喜悅更是

一種強化護理工作的增強劑，讓護理

人員能夠體會與認同護理工作的價值

感。

這些重要專業素養的培育是無法只

透過課室的教學來獲得，而志工服務

則為護理人員的專業素養建構了一種

可行之道。

妥善規畫　助進入狀況

而在護理同仁的志工服務經驗中，

曾經有過的困擾最主要是：不知道

自己可以做什麼(50.3%)、不知道如

何與陌生人接觸(34.6%)、有人問問

題，不知道如何適當回應(32.6%)、

被關懷的對象拒絕(30.1%)。

有五成的護理同仁回答參加志工活

動時「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會有點不清楚狀況、沒有立刻進入狀

況。這提供我們一個思考，在整體規

畫參與志工服務前，需要進行行前說

明，讓護理人員能夠事先了解可能面

對的服務事件是什麼？服務的對象是

誰？需要具備的能力有那些？需要再

加強的能力有那些？以減少護理人員

在面對活動過程中的困擾與挫折。以

慈濟大學海外教育服務志工隊為例，

學生在參與海外教育志工服務前，校

方除了在學期中，教導和培育學生根

據服務對象來設計教案，演練教案，

知足

感恩

同理心

付出的喜悅

尊重

資源再利用

包容

無常

面對問題

孝順

其他

60.6%

57.0%

56.6%

55.2%

50.6%

36.1%

35.1%

32.4%

26.8%

17.6%

9.6%

您參與志工服務學習到的收穫？

(N=1,085 複選)Q3

其他

不知自己可以做什麼

不知如何與陌生人接觸

不知如何適當回應提問

被關懷的對象拒絕

回來要寫報告

50.3%

0.3%

29.7%

34.6%

32.6%

30.1%

您參與志工服務感到困擾的有那

些？(N=1,085 複選)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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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二週更是密集訓練學生有關當地

國的語言、文化、禮儀，以減輕同學

面對陌生情境的壓力；在提供海外教

育服務時，服務隊更在指導老師的帶

領下，每日進行服務的反思與檢討，

以豐富學生的志工服務經驗。

此外，護理是一種需要經常與陌生

人接觸的服務工作，適當的回應個案

的需求，更是護理人員需要具備的能

力，而被關懷的個案拒絕也是經常會

面對的事情。由護理同仁的反應結果

得知，學校和醫院的在職教育中，可

以規畫如何與陌生人接觸、溝通和如

何回應拒絕等在職教育主題，讓護理

人員在樂於參與志工活動的同時，也

能減少所遇到的困擾。

志工服務的經驗對您護理病人的影響？(N=1085)

未來有機會是否會(再)參與志工服務？(N=1,410)

Q

Q

5

6

22.7%

11.7%

66.5%

53.0%

18.4%

31.0%

1.9%

1.6%2.7%

不深刻

不願意

深刻

願意

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非常不願意

非常不深刻非常深刻

非常願意

80

80

20

20

60

60

40

40

0

0

100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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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服務反思　聯結護理使命

志工服務經驗對於其護理病人有

影響嗎？選擇影響深刻(「深刻」加

「非常深刻」)的比例為79.6%，而

1.9%回答非常不深刻，而有18.4%

的人沒有去觀察或想過志工經驗對其

臨床工作有沒有影響。多數的護理人

員能夠藉由志工服務的參與，對他們

在護理病人的過程中有正向且深刻的

影響。而對於那些沒有把志工經驗與

護理工作連結在一起的人，其實可以

在志工服務完成後，讓護理同仁有機

會反思整個過程，可以在公開場合或

與團隊、小組會議分享，或是邀請書

寫心得日記，使護理同仁能夠藉由不

斷的反思與個人經驗的建立，使自我

在專業護理工作上能逐漸成熟與獲得

自信，進而正向的影響護理病人的經

驗，認同護理工作的價值與使命感。

當然，志工活動的選擇，也可以朝

向個人偏好的活動類型，把握機會參

與。畢竟，若是有參加但不投入，或

是覺得很不適合自己，可能也不容易

有感動。

化身美善　持續力行

最後，問卷詢問所有的受訪者，

包含有志工經驗與沒有的人，未來

若有機會是否願意（再次）參加志

工服務？結果顯示，有11.7%的護理

同仁非常願意及53.0%的人願意，

不願意者共5.6%，沒想過的比例佔

31.0%。表示，有志工經驗的護理同

仁多數是抱持肯定的態度，也鼓勵沒

有想過的同仁，若再次看到有能付出

的機會，可以試試看。

不同的志工服務類型各有其獨特性

和功能，能夠提供護理人員不同的志

工精神的體驗，也能夠帶給護理同仁

不一樣的專業成長與收穫，因此未來

機構或學校若能夠針對護理同仁不同

的需求，規畫不同的志工服務類型的

參與，應能夠讓更多的護理同仁透過

志工服務，培養護理的專業素養。

近兩年來世界各地的大小災難頻

傳，總是可以看到慈濟人藍天白雲的

身影穿梭期間膚慰災民，慈濟志工們

也不斷地深入各自的社區「人間菩薩

大招生」，才能幫助更多人。在遙

遠的海地這個國家，慈濟人的身影

從今年一月地震發生到現在都沒有離

開，而且已經有當地志工投入，雖然

語言不通，但是海地人已經聽懂「菩

薩」，就是做「人間的好人」，原來

道理這麼簡單，讓他們樂意投入幫助

自己國家的災民。而護理人，每天都

在做好事，幫助生病的人和家屬；偶

爾當志工，更換場景做好事，利他、

助人、不為己；護理專業的價值將自

其中更加彰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