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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部宗旨：
以病人為中心
以優質護理服務回饋社會
培育優秀護理人才
創新護理研究

優質護理：
以病人為中心，運用主護護理
的精神，提供專業化、人性化、
本土化優值護理服務，符合病
人身、心、靈需要完整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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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師節致詞摘錄:
護理工作需輪三班，尤其是大夜
班是造成很多護理人員無法長期留任
的原因之一，所以我與護理主管們近
期達成共識一起倡導護理睡眠日，就
是Nurse sleep day，讓大夜班同仁盡
量準時下班，大夜班期間不要安排任
何教育訓練及會議，保證同仁有足夠
的睡眠，若有非出席不可的活動，告
知護理長事先預排休假，希望透過每
一個關懷活動，增加職場吸引力。

日本為因應護理人力短缺，將治療及
新病人入院集中在白天，這是他們解
決護理人力荒很好的對策，期望醫療
團隊與我們一起努力讓新病人在晚夜
班入院比例，由現在40％降至30％，
讓化學治療、高專注度、高護理時數
之工作在白班進行。相信這對同仁整
體工作是一個更好的方向，也讓病人
有更安全的照護及作息，希望醫療團
隊共同努力達成的目標。

為慰勞護理同仁的辛勞，由護理部肢體
最靈活的7位資深美魔女，歐李美智及張
明真督導帶領余偉華、莊麗敏、余明芬
及簡淑珍4位護理長和陳思穎副護理長，
為大家帶來知名偶像團體的打氣舞
「 BAR-BAR-BAR」。
護理長暨以上人員合照

團體獎得獎單位代表與
吳欣儒特助合影

本年度護師節共表揚資深護理人員
78位、績優護理人員36位、優良護理臨
床教師5位；在團體獎項部分「護理臨床
競賽獎」第一名神經外科加護病房、
第二名6A病房、第三名呼吸加護病房；
「研究暨創新獎」:第一名外科加護病房、
第二名8A病房、第三名10A病房。

護理部7位主管表演打氣舞

績優護理人員與護理部主任合照

護理部 陳玉黛護理長

7B病房 郭書吟護理師

護理部有6位表現優異之同仁，於5月9日
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卓
越堂接受臺北市陳雄文副市長頒獎表揚。

呼吸加護病房 劉玉香護理長 社區護理 黃瓊萱護理師

神內加護病房 黃郁凡護理師

優良事蹟：
於民國83年進入本院眼、牙、泌尿
科病房服務至今，個性溫柔婉約、樂觀
進取，工作態度認真負責，在病人照護
及與同事間的相處都深獲讚賞。平時照
顧病人仔細及體貼，能發現病人需求主
動協助處理，多次獲得病人及家屬口頭
讚揚，並有書面表揚。平時能以身作則
掌握單位業務重點、協助護理長推展臨
床業務，並依環境變化配合業務需要接
受班別調度。任勞任怨，於人力不足業
務繁重的狀況下能調整自己的情緒並給
予新進同仁正面鼓勵，足為單位同仁之
表率。

8B病房 徐嘉璘護理師

優良事蹟：
於心臟、胸腔內科6B病房擔任護理
師13年，具有豐富的臨床護理專業知識
與技能，於臨床護理工作表現優異，對
於病人照顧細心，能主動發現問題並積
極處理；多次穫得病人表楊贊賞。護理
臨床業務表現在病人健康促進及護理指
導方面，積極規劃心臟疾病檢查及手術
前後護理指導手冊，並研發多媒體護理
指導工具等應用於臨床護理中有實質之
成效；除定期舉辦團體護理指導活動外
並推展個別化、人性化及本土化之護理
指導方案，以協助病人之疾病調適及提
昇病人返家自我照顧能力。

林美育護理長/施玉珊護理長

護理教育的傳承來自學校，也接續臨床實務
的成長與學習，在「做中學」與「教學相長」的
過程中，代訓國際護理人員及學生，也添加了許
多樂趣。
今年春節後，首先由社區護理同仁接待來自
北歐芬蘭的輔仁大學護理系學生，藉由社區活動
與居家訪視，實地了解台灣社區護理人員的角色。
接著由產兒科團隊帶領來自史瓦濟蘭、貝里斯、
聖露西亞、印尼、菲律賓等10個國家，13位台北
護理健康大學國際碩士學生學習周產期照護，體
驗本院以產婦為中心家庭式的生產照護歷程。
透過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CDF)，我們在3-4
月間分別接待來自吉里巴斯學習「公共衛生防治
與感染管制」的Reta，來自馬拉威學習「外傷照
護」的Eva，以及本院耕耘已久的帛琉，也派出
Jasrin與Jayme來學習「營養衛教」。
面對不同國度的護理師，特地安排了具英文
溝通及專業能力之專責指導師，學習的單位包含
住院區的一般病房(6A、5A、5B、3A)、加護病房
(MICU、SICU、PICU)、急診、產房、社區，門診
區的CKD、糖尿病衛教室；也透過台北市疾病管制
局協助安排士林健康服務中心的教學活動。串聯
護理同仁、醫師、感管師、營養師跨團隊的合作，
營造一個合適的學習環境，也透過真誠的協助與
陪伴，讓語言不再是個問題。看到他們談論著如
何將所學帶回家鄉加以推展運用，以及對台灣留
下深刻而美好的回憶，這是給我們最好的回饋。
然而這只是開始，下半年更有來自日本佐賀
大學，以及來自中國浙江省、上海市國際人士的
交流學習等著我們。面對地球村的潮流，同仁更
是需要擴大自己的眼界，讓國際交流變成湧流的
活泉，讓護理成為更美的文化饗宴。經過這幾次
的經驗，我們能更加自信而勇敢地接受挑戰，也
歡迎大家的加入。

Eva(左4)、Reta(右4)
與侯勝茂院長(中)合影

Reta與MICU臨床教師
許淑盆(前排右3)合影

Eva與SICU臨床教師鍾珠華
(右4)合影

Jasrin & Jayme與CKD
臨床教師尤香琴(左1)合影

芬蘭籍學生與護理部臨床
教師徐菊容(後排中)合影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 HAI)」涵蓋
下呼吸道、泌尿道、血流、外科部位
感染及全身性感染共12個主要分類，
一旦住院病人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不僅延長病人住院天數，造成醫療資
源耗損，更與死亡率息息相關；其中
Chlorhexidine Gluconate（CHG）是
預防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重要策略，
其運用範疇描述如下：
一、預防下呼吸道感染
美國健康照護促進組織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簡稱IHI）提倡落實抬
高床頭、口腔護理及使用消化道潰瘍
預防性投藥等組合式照護(bundle
care)，以預防呼吸器相關肺炎；特別
是開心手術的病人，使用含有CHG成分
的漱口水更利於預防呼吸器相關肺炎。
然CHG是否適用於癌症治療所引發的口
腔黏膜潰瘍患者，還需進一步的研究。

放置CVP導管前使用CHG執行皮膚準備

二、預防手術部位感染
學者比較手術前使用酒精、CHG或
優點成分的刷手液成效，CHG能明顯減
少工作人員手上皮膚菌落數，具備更
佳的抑菌效力；至於刷洗的次數與時
間則需要更多的證據力佐證。其次手
術部位感染最常分離出的病原菌是葡
萄球菌及鏈球菌，因此建議手術前使

施玉珊護理長

使用CHG執行皮膚消毒

用含有CHG的抗菌溶液淋浴或沐浴，可
減少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發生。最近的
文獻則提倡使用含CHG成分的濕紙巾能
減低盆浴過程的感染率，更有利於易
跌倒或年長居家族群。
三、血流感染
適當的皮膚消毒是減低感染的最
重要方法，文獻指出，相較於酒精、
甚至漂白水等溶液，CHG提供較長的抑
菌時間，其乾燥時間短，因此建議在
放置侵入性導管前皮膚準備使用，但
是CHG引發的皮膚不良反應則還需更多
的研究參與。
經由上述可知，實證護理的概念
強調專業的護理人員不一定是研究專
家，但必須具備護理知識與引導病人
表達需求的溝通能力，結合最佳的科
學證據、臨床專業能力與資源，將研
究證據活用於臨床，並透過不斷地思
考循環改善臨床照護。換言之，實證
護理是能將研究成果轉換成為臨床措
施的橋樑，造福更多的病人，達到醫
護雙贏的最佳輔具。

4/24-25在醫院的安排下，手術室
共5位同仁前往亞洲認證的達文西機器
手臂訓練中心-香港中文大學附設醫院
進行為期二天的受訓，包含達文西手
術護理、上機練習與實地操作演練。2
天課程安排的十分緊湊、豐富且極有
挑戰性。受訓前從未接觸過Da Venci
System，經過2天的集訓後，已可以了
解達文西機器手臂系統醫師主制台、
機器手臂、影像系統的基礎概念及操
作流程，並學習實機操作如:裝械手臂
器械、裝無菌套、Docking、架設整理
手臂…等技術。

小且美觀、縮短住院天數、減低術後
疼痛及減少疤痕，目前已廣泛地運用
於泌尿科、婦產科、一般外科、耳鼻
喉科及胸腔外科..等手術，本院也即
將於6月初開始進行發展達文西手術。
受訓內容對我們而言，都是新穎
又困難的課程，大家無不以最專注的
精神認真聽講，把握每一次練習的機
會，二天的訓練非常重要也令人難忘，
著實讓我受益良多，也豐富了我的手
術室護理生涯，要感謝院方及護理部
主管給予如此難得的機會，我會將所
學運用於病人照護，期待在達文西機
器手臂之醫護團隊的攜手同心下，共
創未來榮景，對病人也將是一大福音。

流動與刷手護理師練習
以無菌套套內視鏡之鏡頭

本院今年引進全球最夯的達文西
機器手臂微創手術系統，其優點為:
運用3D立體視野與光學倍數放大，能
夠精準的切除病灶、出血量更少、降
低感染機率及併發症、復原快、傷口

5位受訓護理人員於模擬教室合影

幾可亂真的臨床情境～高擬真模擬情境課程
許淑盆護理長
本年度的加護護理訓練課程於4 高層次的臨床技能 進行模擬訓練。
月15日安排一堂急性心肌梗塞擬真模 此課程學習到的知識技能可運用於臨
擬病人教學課程，由心臟內科陳隆景 床實務的病人照護，讓同仁在照護病
醫師、護理部賴寶琴督導、內科加護 人時能夠更有自信心。
病房許淑盆護理長、護理教育委員會
及本院教學組共同策畫，當天共有45
學員參與。高擬真模擬假人（highfidelity patient simulator）搭配
模擬臨床實境，形成高擬真模擬的環
境，以進行臨床技能的訓練，不僅兼
有其他情境模擬模式的優點，也能藉
由高擬真模擬環境針對臨床訓練中較
臨床教師依急性心肌梗塞情境進
行擬真模擬演練

參加帛琉成立營養衛教示範中心與交流活動經驗分享
台灣友邦帛琉人口僅2萬人，卻有
近八成人口體重過重，肥胖率排名世
界 第 七 ， 且 約 有 73% 病 人 死 於 慢 性 疾
病。因而新光醫院在當地推動國際醫
療合作計畫，成立「營養衛教示範中
心」，於103年5月2日在帛琉國家醫院
正式啟用。其最主要目的：為協助友
邦民眾的健康，要把正確健康飲食概
念帶進帛琉，希望逐步改變帛琉人健
康概念，進而影響生活，讓他們活得
更健康。

莊麗敏護理長(右五)與
帛琉國家醫院護理局長
於營養衛教室合影

莊麗敏護理長

於102年帛琉建立轉診制度到目前
約有120人後送到本院接受治療，為了
提供帛琉民眾到本院住院期間提供優
質及合宜性之照護品質，醫院也派護
理長參與成立「營養衛教示範中心」
行，過程中透過深入了解帛琉人民當
地文化特色、日常生活作息及飲食習
性等，以做為轉診到本院住院病人之
個別性與合宜性的照護，並為帛琉轉
診住院病人量身訂作的照護計畫，進
而提供優質的照護品質，在與帛琉醫
院護理局長的交流過程中，期望本院
護理部協助帛琉醫院有關護理進階教
育及網路教學的建置，也讓台灣醫療
照護品質及教學品質於國際舞台發揚
光大。

參觀帛琉當地衛生所
與當地駐診醫師合影

莊麗敏護理長

護理薪傳— 心手相連

學計劃之調整，在透過一個良性教學與
學習職場，期待新進護理人員能順利留
任職場，改善護理人力短缺問題。
在護理職場上，無論是護理臨床
教師或新進護理人員，皆需共同面對職
場壓力與調適歷程，只有營造友善職場
與正向的力量，以護理薪傳及心手相連
的精神，才能共創護理的未來。

護理人員在病人照護佔有很重要的
角色，是病人的健康守護者；病人生病
的照護者、與其他醫療團隊的溝通聯繫
者等，因為有護理人員的照護讓民眾的
健康有了保障。護理專業的學習心路歷
程，雖然面臨許多困難與挫折，也常常
是淚水相伴，這時候需要的是臨床教師
多一點關心與耐心。關心學習者的個別
性需求，以及多幾次的叮嚀與指導，因
為在護理職場上面對的是活生生的病人，
每一個病人呈現的問題都不同，提供的
照護也會有差異性，新手是需要多元性
與持續性的學習下才能真正獨當一面。
相同的臨床教師也會對學習者有所
期待，在透過與學習者的溝通後擬定教
學計畫，接下來希望學習者能主動積極 臨床教師與NPGY2學員
學習，這其中包含學前自我學習與臨床 進行跨領域團隊照護
案例討論
實務操作時隨時提出學習需求等，臨床
教師會持續評估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做教

臨床教師與實習生
進行臨床實務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