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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各位護理天使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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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陳明怡副護理長

SICU林明芳副護理長

明怡於95年6月到職，歷經神經、
腫瘤及安寧等各領域的專科訓
練，進階為N4，具備品質管理
改善及專業寫作能力，於101年
參加醫策會病人安全文化成果
發表獲優秀案例獎，102年赴英
國參加ISQua海報發表。除臨床
業務外，目前擔任護理教育委
員會委員，具備輔導同仁個案
護理及專案書寫之能力。因著
專業上的努力，於103年10月拔
擢晉升副護理長，期望共同繼
續於護理崗位努力，使專業發
光發熱!

明芳於86年2月到職，服務於
外科加護病房，學習急重症
照護、領導管理，進階為N4,
擔任臨床教師、護理品質管
理委員會委員等工作；於重
症照顧過程，參與HFMEA輸血
改善團隊、VAP Bundle專案
改善等作業皆有優異表現。
103年9月參加APNRC進行「加
護護理人員對病人約束經驗」
論文發表，為醫院爭光；目
前仍於研究所進修中。未來
除了持續學習，更計畫將所
學傳承給學弟妹，拓展更多
護理的新血尖兵。

「生命終點的時程我們無法掌控，
但可以決定自己和世界說再見的方式」徐韻舒/社區護理室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於2000年立法、經過三次修訂，於民間及政府均積極推
動，截至103年7月，我國共計有24萬3,574位民眾簽立「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
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並註記於健保IC卡上。本院推廣安寧，於醫療團隊的教
育訓練及民眾的社區宣導，均不遺餘力；透過診前團衛、衛教影片播放、住院
時提供安寧相關訊息，以維護病人醫療自主權；更進行資訊系統建置，讓線上
醫療人員可快速查詢，確認病人選擇安寧緩和意願。於今年度榮獲衛生福利部
頒發醫療機構推廣民眾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註記健保
卡」宣導成效優良單位的殊榮，使安寧推廣的種子，更不再侷限於醫療機構中；
日後仍需團隊的再接再厲，期使安寧的愛與美在民眾心中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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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糖尿病聯盟
2014年糖尿病年會分享

陳嘉惠/社區護理室護理師

國際糖尿病聯盟（IDF: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成立於
1950年，會員國家超過110個；其組織推動之目標為
從區域到全球推動改革，預防糖尿病並增加獲得基本藥物。
鼓勵發展最佳管理和教育糖尿病的政策。
經由科學的研究推動糖尿病的治療及預防。
推動及保障糖尿病人的權利與反對歧視。
聯盟於1991年和世界衛生組織共同發起，訂定每年11月14日為世界糖尿病
日，舉辦各類活動，透過向公眾、病患及家屬、醫護保健人員等，提供糖尿病
診斷和防治方面的最新資訊，其宗旨是引起全球對糖尿病的警覺和醒悟。
今年IDF亞太分會11/21-11/25於新加坡舉行年會，本人有幸至主辦地點參
加活動；與會專家指出高齡化是全球趨勢，而台灣、印度、中國大陸及香港，
為亞洲地區糖尿病患最多的地區。糖尿病的臨床照護需求，已由原本疾病治療，
導向初段預防之健康促進，例如：健康飲食、健康體能等。
本院多年來積極鼓勵病人加入健保「糖尿病共同照護網」，由專業團隊定
期為疾病把關，提供健康自主管理衛教，服務成效卓著且連續3年獲北市品質
獎及績優獎之殊榮，今年更獲品質首獎。本院針對照護品質的提升，擬訂各項
行動策略包含：
(一)建立健康的公共政策：在院長領導下訂定相關品
作
質改善計畫，並將明確政策進行全院性公告。
者
(二)創造支持性的環境：推動整合照護門診，將醫療、
參
加
護理及營養衛教規劃於同一診區。
會
(三)強化行動力：定期辦理不同衛教主題講座、主動
議
留
伸入社區辦理篩檢活動，將健康觀念推廣至社區
影
民眾。
(四)發展個人技巧：運用胰島素注射團體、病友會及
個別指導等不同方式，提升民眾自我照護能力。
(五)調整健康服務方向：建置糖化血色素、尿液中微
本
院
量白蛋白及眼底檢查(或眼底彩色攝影)之資訊提
獲
示系統，主動提示醫師，評估病人需求進行檢測。
得
衛
定期進行病人意見調查，以調整服務方向。
生
未來，我們將持續專業之整合與共享，形成一個
局
以「病人為中心」之完善醫療照護體系，以減緩病人
肯
定
合併症的發生、減少醫療費用支出，持續提升本院的
獎
照護品質，創造病人更健康、醫院品質提升、減少健
項
保支出之三贏局面。

樂在高齡
營造友善之血液透析室環境
何美蓮護理長/HD5
因應國內高齡人口快速增加，為促使國內健康照護機
構提供一個符合長者特殊需要的友善、支持、尊重與可近
的療癒環境，國民健康署推動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
本院於 102 年通過認證，並於 103 年度獲得『組織再造』
的優良獎項，聖賢血液透析單位由於服務的腎友平均年齡
在65歲以上，為提供更友善的治療環境，也配合政策推動
一系列的改善作業。

為獲悉高齡腎友真實的需求及建議，進行滿意度問卷，
調查65歲以上之透析長者共57人，依其建議實施改造友
善環境，改善前後滿意度成果如下:

聖賢高齡友善專案前後病人滿意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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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本院高齡友善競賽
活動團體組第二名

廖秋萍護理長/腹膜透析室

10月29日本部用「世界咖啡館」(The
World Cafe)的方式，舉辦了一場不一樣的聯合
導生會議。此工作坊概念源於1995年由Juanita
Brown、David Isaacs發現提出，是一套有彈性
的討論流程，其目的在輕鬆愉悅的氣氛下，參
與者依據焦點議題分享自我經驗，也聆聽他人
多元觀點，最後匯集團體智慧產生改變之動力。
護理部亦期望藉此活動讓NPGY學員能真誠的對
談、抒發情感與釋放壓力。

當日「世界咖啡館」各館討論主題分別為
「落入凡間的天使—新鮮人的挑戰與衝擊？」、
「阿拉丁的神燈—我的三個願望—期待的支持與
幫助？」、「老師聽我說—能幫助我成長的課程
及課程進行的方式？」，由陳主任、楊佩靜及徐
菊容督導擔任咖啡館館主，引導新進人員針對各
議題進行討論。
結果發現新進護理人員覺得最大的挑戰與衝
擊是病人疾病嚴重度與突發狀況的應變；最期待
與病人和家屬有良好的溝通；各館館主針對學員
意見，建議其適時尋求資深人員協助、依輕重緩
急處理病人需求；並學習傾聽與溝通，提升自己
的適應力。

學員於輕鬆的氣氛下，自由分享心中的話

羅巴司塔館海報-主題新鮮人
期待的支持與幫助？(學員回
饋願望小貼紙)

計畫主持人陳淑娟主任與受
訓學員進行雙向回饋

此次「世界咖啡館」小組討論流程，學
員輕鬆的說出心中的想法與渴望，亦接
觸到不同單位的學員及工作特性，傾聽
到不一樣的想法與困境，找到一同奮鬥
的伙伴並感受被同理與接納。透過團體
智慧激盪，瞭解並不是只有自己才會面
臨當新人的壓力，在別人的經驗中學習
成長，看見自己的缺點進而改變、學會
調適，順利度過新鮮人生涯，傳承護理
精神。

恭喜~8B病房此篇實證成果
獲全國實證護理競賽~銅牌獎
以活動介入降低癌病患者癌因性疲憊

張敏、張喬婷、歐李美智

惡性腫瘤位居國人十大死因之首，60%以上的癌症病人曾出現癌因性疲憊的
症狀，是種主觀且不愉快的感受，無法藉由休息緩解症狀，嚴重甚至可能干擾
生活功能。運用實證護理步驟進行了解，進一步於臨床運用。
步驟一：提出問題
步驟四：臨床應用
問題：活動是否能降低癌症病人癌因性疲憊? 成立專案小組，經
類型：介入性問題（Intervention）
實證文獻評讀，與
病房護理師、腫瘤
關鍵字
關鍵字及同義字
科醫師及復健師共
P 成人癌症病人 Adult with Cancer
同討論，並依據實
I 活動
Active,Exercise
證文獻建議，考量
一般性照護
Usual care
臨床執行之可行性
C
休息
rest
及病人接受度後，
疲憊程度
Cancer-Related Fatigue,
再進行方案擬定。
O 運動傷 害 、意
外

Exercise injury, Accident

步驟二：資料搜尋
以系統性綜論的最佳資料庫為優先，再輔
以相關資料庫做為更新的文獻補充。

標準化活動指導單張：

步驟五：成效評估
疲憊指數平均由介入前5.1分下降到介入
後2.3分，平均降低2.8分
步驟六：推廣運用
步驟三：文獻評讀
透過CASP、CAT等工具評讀
依據2011牛津實證醫學中心證據等級
文獻評讀總結：運動可降低癌因性疲憊
(系統性綜論:level 1；RCT： level 2)

修訂照護常規、推廣至全院使用、列入單
位品管監測項目、參加2015年ISEHC發表
追蹤更新文獻：Cochrane2014.11發表
有氧運動在成人血液腫瘤病人：中等證據
顯示可顯著改善CRF

防堵伊波拉
全員動起來
WHO於11/7更新幾內亞、賴比瑞亞、獅子山、馬利、奈及利亞、塞內加爾、
西班牙、美國等8國伊波拉病毒感染累計病例數為13,268例，其中4,960例死亡；
累計549例醫護人員感染，其中311例死亡，於國內訂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需
於24小時內通報。
伊波拉病毒感染初期症狀伴隨高燒、嘔吐、腹瀉、不明原因出血、肌肉及
咽喉疼痛，嚴重時會併發多重器官出血及衰竭，致死機率可高達九成。直接接
觸到被感染者的血液、分泌物、體液（包含嘔吐物、尿液、糞便、精液等）或
間接接觸被感染者體液污染的環境都可能造成接觸者被感染。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為第一線接觸者，面對防疫不得不更加慎重，本院於8月
29日即進行實地演練，針對防護裝備、急診門診動線、隔離房使用與各級人員
之配合，進行操演及檢討。9-10月份本部舉辦六場「因應伊波拉病毒感染管制
措施」教育訓練，共801人參加。各單位亦進行正壓隔離防護及隔離衣穿脫之練
習，共完成702人次的訓練；以上各類型的演練，希望能確保真正有疫情時，我
們都準備好了，一起為國人的健康把關。

單位進行防護衣穿脫之演練

感控師指導相關設備佩戴

賀!

護理的榮耀、專業的精進

醫療品質獎擬真情境
類競賽-銀牌獎
新光醫院急診科徐英洲、林
佶倡醫師、莊琇雯、林可佳
專科護理師及羅玉珍護理師
組成團隊，於11月參加15屆
醫療品質獎擬真情境類急症
照護組競賽榮獲銀牌。今年
分為南北區各十隊參加初賽，
初賽各遴選三隊，最後共六
隊再進行決賽。比賽過程中
體會到醫策會苦口婆心宣導
的三大指標︰專業、團隊、
安全。

衛生局居家護理督考
特優、最佳特色獎
本院居家護理深耕社區照
顧弱勢，積極配合政府長
照政策，並首創「台北市
失能者到宅沐浴服務」，
促使弱勢族群得到更佳的
照顧品質。今年榮獲103年
度臺北市衛生局居家護理
機構督導考核「特優獎」
及「最佳特色獎」殊榮，
我們將繼續提供高品質優
質照護服務，以成為全國
標竿學習之護理機構。

廖秋萍護理長/腹膜透析室
腹膜透析是末期腎臟病替代療法之一，
亦是一種於居家可執行之透析治療模式；由
專業護理師提供技術操作、居家訪視環境評
估及指導，使病友能獨立於家中執行，免於
經常醫院往返。
本院腹膜透析室位於聖賢大樓2樓，有設
備齊全之訓練室，並提供門診服務。病友每
月回診一次，接受整體性透析成效評估、修
正透析醫囑之適當性；另每年接受「腹膜平
衡測試」一次，以瞭解腹膜功能變化，調整
透析治療模式。
除提供日間換液治療模式，我們也備有
「全自動腹膜透析機」，夜晚由機器自動協
助換液，讓病友能正常從事日間工作與活動。
總之，居家腹膜透析使病友能實際參與，並
掌握自己的治療，同時擁有彈性的生活。

透析室寬敞明亮
備有6間訓練室

全自動腹膜透析
機提供夜間透析

提供居家訪視
與照護服務

許珊毓護理師(右)
進行病友腹膜透
析技術操作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