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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榮獲台灣護理學會百周年慶祝活動

「護理真、善、美」微電影競賽銀獎
張文蕙護理長/社區護理

台灣護理學會於 1914 年成立至
今，已堂堂邁入第 100 年！在這一世
紀的發展過程中，界定執業範疇、辦
理教育及專業證照推展、制定專業能
力進階架構、提昇護理研究及出版護
理學術期刊等，不僅成果豐碩，更成
為華人地區護理專業的標竿。為感念
護理先進之篳路藍縷、艱苦奮鬥，特
舉辦創會百周年慶祝活動微電影競賽，
期能透過影像呈現護理的「真、善、
美」。
本院社區護理室集結跨領域製作
團隊，打造「為護理發聲」微電影，
由臨床醫師跨刀詞曲創作，透過Rap的
方式呈現每日忙碌不堪的臨床照護中
，仍有許多敬業的護理同仁，每天背
負著與醫師一樣「醫療責任」，面對
病人對於病痛的呻吟和醫療的抱怨，
繼續堅守崗位。也感謝一直以來，在

張文蕙護理長代表領獎

日益艱辛的護理職場環境，總有一股
柔性力量默默地支持著白衣天使們，
這股力量來自病患、家屬、同事、親
友及社會大眾，如同寒冬暖流般，讓
身心俱疲的護理師再度充滿能量、繼
續向前。
此片經審委評選及網路票選，從
69件作品中(含護理組 50 件，一般組
19 件)脫穎而出，獲得護理組「銀獎
」之榮耀。由社區護理室護理長張文
蕙代表，於103年 9月13日台北圓山大
飯店參與台灣護理學會百周年慶祝活
動暨頒獎典禮。僅將此片所獲得之榮
耀獻給所有新光醫院的護理同仁，並
向辛苦的臨床工作夥伴們致敬。期許
透過本部影片意像的傳達，鼓勵社會
正向回饋，共同營造護理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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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護理學會百週年紀念
牆前合影-右起陳淑娟主任
、張文蕙護理長、黃瓊萱
護理師

周梅卿護理長/癌症防治中心
癌症一直高居國人十大死亡原因之首，國民健康署自97年起推動六大
癌症（肝癌、肺癌、乳癌、大腸直腸癌、子宮頸癌及口腔癌）的診療品質
認證，旨在提昇癌症診療品質，一則督促醫院建立自我評鑑機制，透過自
我檢討與改進缺失，賦予革新以確保診療品質；二則藉同儕評估機制做客
觀之檢視，除提供院方參考並公佈認證結果，使社會大眾充分掌握各醫療
機構癌症照護之品質，是選擇安全有效之優質就醫環境之參考。由於認鑑
結果為醫學中心評鑑之門檻，全院莫不嚴陣以待。
認證基準共有36項，委員分為管理組、醫療組及護理組。護理部主要
負責的項目包括化學藥物給藥安全，癌症照護準則的建立、教育與實務運
用，癌症品質的監測機制，安寧照護，癌症個案管理，及癌症篩檢業務等。
從不同構面加以檢視在癌症病人身、心、靈不同層面，連續性、整合性的
治療與照顧。
8月14日認證當天，謝淑惠委員及黃穗芬委員負責護理組，巨細靡遺
的分頭進行資料審查與實地訪查。經過一整天查核，對於訪查單位包含B2
門診化療室、8B病房、7A病房不但讚譽有加，同時也提供許多的寶貴意見，
期許我們仍需一起努力，如：運用資訊系統補強治療計畫即時監測機制；
腫瘤個管師應提高病人個案管理照護之時間比；營養之成效分析，可依癌
別深入分析等。
9月19日接獲國民健康署知來函，本院通過『癌症診療品
質認證』，經由此次的認證，深切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更加瞭解認證精神落實於平日工作中之重要性。過程中同
仁付出許多的時間來準備，展現過人的耐力與韌性；在齊心努力的氛圍下，
增進同事間之情誼，成為難忘的回憶，也再一次感謝所有參與認證之同仁！

狂賀

門診化療室向認證委
員示範本院化療系統

院長率領全體員工進
行癌症診療品質認證

3A曾雅惠護理長
聽到帛琉，腦中就會浮起蔚藍的天空，清
澈見底的海岸，游泳、浮潛、垂釣，恬靜而悠
閒。踏上這個渡假聖地，我還多了點工作上的
使命。2014.08.17在院長帶領之下，帛琉國際
醫療團來到了這個人口只有2萬人的國家。帛
琉歷經西班牙、德國、日本及美國的託管，直
到1994年公投而獨立。我們也拜會了帛琉總統
湯米·雷蒙傑索先生及中華民國駐帛琉大使田臺
清女士，從他們口中得知，帛琉國民對我們提
供的優質醫療服務都讚譽有加。
此行的目的除了醫療義診以外，主要是延
續日前本院協助帛琉醫院成立營養衛教室，由
於帛琉人民飲食習慣偏好魚肉類而少蔬果，普
遍上因肥胖而引發代謝性疾病，特地再贈送一
台可以測量BMI的體重計，讓他們可以更精確
的監測自己的體重。為導正他們的飲食觀念，
我們也深入校園去瞭解學校提供營養午餐的內
容，並且針對老師及供膳人員予以指導及建議
，期待他們先有正確觀念，進而提供均衡飲食
給學童，也從學童紮根正確的飲食習慣。
本院提供帛琉轉診醫療服務已接近170人
外，此行也特別對於他們醫療作業模式與專業
知識技能之狀況多加暸解與收集資料，發現帛
琉護理人員的專業訓練從二個月到二年不等，
導致護理人員的素質良莠不齊，期望未來可以
協助當地醫療水準的發展及人員之訓練。
很高興這次有機會能參加醫療團到帛琉
做醫療服務，看著純樸人們的真誠笑容，突然
覺得離開家裡、離開熟悉的環境到帛琉來服務
，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院長與帛琉總統（左一）會面

捐贈可測BMI之體重計

帛琉學校營養午餐以罐頭
肉類為主

帛琉衛生部長(右一)授以服務證明

參加亞太地區護理研習會心得分享
Asia-Pacific Nursing Research Conference
陳思穎副護理長/呼吸加護病房
本次亞太地區護理研習會適逢台灣護理學會成立100週年慶，於9月11
日至13日假台北圓山大飯店舉辦，大會主題為「促進全球健康：從研究
到實務」。此次會議邀集亞太各國醫療、護理界專家、學者，如：邱文
達部長、Judith Shamian ICN理事長、李選教授、金井雅子教授以及尹祚
芊教授等，針對全球健康相關議題進行專題演講及研究成果分享。藉此
除可促進亞太地區護理界的夥伴關係，更可擴展專業的新視野。會中論
文發表內容豐富，除了實證結合實務之外，也有教育、成人、社區、急
慢性、產兒、老人、護理品質、輔助醫療與靈性照護…等等。從這次經
驗中最大的收獲是，增廣從不同層面找尋各類研究議題之見聞，對於從
照護過程中發現問題，運用研究來探討原因及找到介入措施，並加以運
應用於臨床當中，不但嘉惠病人、家屬，也大幅提升臨床人員的實證能
力及拓展國際視野。用英文簡報自己的研究，回覆Q&A，對新手來說每
一樣都是一個難題。感謝曹麗英教授的指導與協助，加上事先的準備與
練習，雖然上場時緊張萬分，終嚐順利完成的甜果。
優
本部發表共6篇，鈕淑芬副主任之海報榮獲大會最佳海報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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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湘玲 Taking Care of Adolescent Patient With Cancer: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s Among Pediatric Nurses.
RICU 陳思穎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s Among the Family Facing Critical
Patient Receiving Palliative Sedation Therapy in ICU.
HD1 尤香琴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s of Maintaining Their Healthy Life
Among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護理部 鈕淑芬 Cortisol Profiles and Circadian Adjustment Time on Night
Shifts and Days Off in Slow-Shift Nurses.
6B
徐珮倚 Symptom Changes and Predictors of Angina Before and After
Coronary Artery Stent Implantation.
SICU 林明芳 The Experiences of Patients’ Physical Restraints Among ICU
Nurses.
PICU

海報會場-林明芳
護理師

本院與會人員與現任ICN理事長
Judith Shamian女士(右六)及
斯里蘭卡護理代表(左六)合影

口頭報告會場-譚湘玲
護理長(左一)

實證護理專案研討會
以實證為導向的臨床實務已是醫療照護發
展的趨勢。本部於9月10日舉辦「實證護理專
案研討會」。
藥劑部劉人偉藥師主講「實證主題與文獻
搜尋」，傳達實證專案流程之步驟，由選題、
進行文獻查證、臨床應用、成本效益、成效
分析、統計分析等步驟。並提出「100天理想
中的實證專案流程」，就可以從將關鍵問題
改寫成PICO到最後成效分析，一氣喝成。
台北榮民總醫院郭素真護理長主講「運用
實證於護理專案之步驟與經驗」，運用目前
最佳文獻證據，結合護理人員臨床經驗，考
量病人價值觀決策運用於臨床病人照護過程。
例如嚼口香糖比喝水或傳統禁食在婦科良性
手術病人有較佳的促進排氣功效，真是非常
有趣又臨床的主題。
8B陳明怡護理師就其今年度參加實證護理
競賽之主題「 腹部按摩與緩瀉劑對於神經科
便秘病人腸蠕動及舒適程度之比較」進行學
習案例分享。每一執行步驟都與前兩位專家
之提點相呼應。
三位主講者都毫不吝嗇的傳授在實證上的
技巧與經驗。

8B陳明怡護理師(右)與
藥劑部劉人偉(左)合影

蘇靜嫻護理長/產房

主講者-藥劑部劉人偉藥師

主講者-北榮郭素真護理長

實證護理的精神是將所
能得到的最佳文獻、醫
護人員的臨床經驗與病
人期望之結合，找尋出
最佳照顧病人的方式。
未來期待能強化實證護理教育，塑造探索
問題及查閱文獻的習慣，進而應用於臨床
實務決策，提供病人與民眾更專業優質的
服務。而本院也有非常好的護理實證資料
庫-Nursing Consult，也期待大家多加利用。

阪本雄一郎教授為日本佐賀大學附設醫
院急診部主任，並擔任日本佐賀大學醫學部
教授，對於緊急災害方面學有專長。得知本
院在急重症醫學表現優異，特別來台進行交
流，同時也應邀於103年8月22日全院性晨會
進行演講。透過本院急診王宗倫主任引薦，
護理部一行人共17位陪同阪本教授參訪我國
緊急救難之相關單位。此行收獲良多，將參
訪單位之任務作以下報告，與同仁分享。
衛生福利部空中轉診審核中心，主要的
業務大多屬於離島醫療的轉診，透過該指揮
中心評估病人的需求進而調派直升機協助離
島民眾至本島就醫。

急診 謝鈞帆護理師

ER謝鈞帆(右一)與參訪團隊於
空中轉診審核中心

緊急災難應變指揮中心，主要的工作則
是隨時監控各地山區或海域之安全甚至當有
疫情或天然災害產生時(例如颱風)，當地首
長則進駐於此，立即啟動應變計畫以預防或
降低災害的發生，進而維護國民的生命財產
安全。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相較前二者
主要的對象侷限於國內，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的救援則遍及國內外。不僅做到醫療無國界
進而對國家形象亦能有所提升。
國家災難醫療救援隊北部執行中心，就是
大家熟悉的DMAT。他們受過緊急救護治療工
作之專業訓練，能在大地震以及飛機、列車
事故等之災害發生時，迅速趕到災區進行緊
急醫療救助之醫療團隊。

編者小記
日本佐賀屬於較鄉下之城鎮，為快
速救援，除了一般救護車外，還有
直昇機及
電動驅步車
(Segway)

日本佐賀大學附設醫院阪本
雄一郎教授(右十)與本院參
訪同仁於災害應變中心合影

參訪心得
透過這次參訪與學習，我
更明白在緊急災難發生的時候，
各個救難單位與救難體系是如
何運作與協調，讓救災的行動
完成一加一大於二的完美成果。
阪本教授也分享在日本的空中
救難與台灣的不同之處，透過
教授的視野，讓我對災難醫學
與空中救難產生極大的興趣。
希望未來有機會到日本的醫院
與救難中心進行學習。

HD5/何美蓮

全體人員於本院願景牆前合照

鈕淑芬副主任進行行政管理經驗交流

2014年8月11日至15日共有11位大陸護理專家至本院進行學術交流。本部也安
排一系列的課程與參訪，包括醫院及護理部簡介、護理行政、護理品管、護理教
育、護理資訊、急重症照護、跨團隊的介紹、感染管制作業…等，以及參訪消毒
供應中心、臨床技能中心、品管中心、聖賢大樓。
雙向回饋時，團長丁敏副主任代表大陸專家們表示，本院有良好的文化素養、
重視病人隱私、講師分享資料豐富，單位護理長及同仁熱心的說明，讓他們感動
無比。而各部門各司其職協助業務推展，尤其是護理資訊的發展，值得學習。
交流過程中也學到許多兩地不同的用語，例如「品管」→「質量控制」、「資
訊」→「信息」，我們也彼此介紹台北與江蘇美食及遊玩的地方，不但是學術交
流，更是讓自己開拓視野文化交流。
外科加護病房交流學習

9A護理同仁
與大陸專家合照

中央供應室交流學習

小兒加護病房 林芝聿護理師
我本身也是一位33週在本院出
生之早產兒的媽媽，對於早產兒父
母的擔憂更能感同身受，我用自己
照護早產兒的經驗與早產兒爸媽分
享，希望爸媽們在照顧上更得心應
手。
PICU林芝聿(右一) 、林育蔚(左一)與
楊國卿副院長合影

YoYo大哥哥、大姐姐帶動唱
寶貝們High翻天

動作發展的評估寶貝接球活動

今年醫院舉辦的『早產兒回娘家活動』
在楊國卿副院長致詞後揭開序幕。特別
邀請到小朋友們喜愛的YoYo大哥哥、大
姊姊帶動唱及玩遊戲，接下來是復健科
治療師們機會教育家長們可以運用各種
形式的遊戲與互動過程，來幫助寶貝避
免發展遲緩的情況發生，整個活動過程
充滿了歡樂的笑聲。

孩子們健康快樂的成長是每
位父母的期盼，能看到每個
早產兒家庭順利的通過層層
關卡，平安的的經歷每個階
段成長，也是我們整個醫療
團隊衷心的期望，更是給每
位在工作崗位上全力守護早
產兒的工作人員最好的回饋。
祝福這群早產寶貝們能更穩
健的踏出下一步，在美好的
未來中悠遊遨翔。

語言發展的評估寶貝講故事活動

本院設有員工母乳冰箱
母乳是寶寶最健康的食物，為保障員工能於工作中收集母乳，本院特於5B
病房及行政區茶水間設置員工母乳冰箱。員工上班期間將擠出之母乳標示
清楚單位、姓名、連絡電話，即可送至母乳冰箱冰存，於下班時再取回。
歡迎正在以母乳養育寶寶的同仁多加利用。如有問題，請洽管理單位。

行政區員工母乳冰箱
管理單位：社區護理室

門診區哺集乳室
管理單位：社區護理室

母乳支持團體活動
為協助產婦出院後仍持續哺餵嬰兒
母乳，本院自2007年即成立母乳哺
育支持團體。透過與哺乳同儕分享
經驗、減輕她們對有關哺乳、與孩
子分離及生病等方面的焦慮與擔憂。
目前每月第二或第四聚會一次，由
BR李昭暉護理長主持，除了哺育母
乳經驗分享以外，並設計多樣而有
趣的實作主題，包括以母乳製作的
母乳皂、母乳布丁、寶寶磨牙餅等，
歡迎過去、現在、未來以母乳養育
寶寶的同仁參加。

母乳皂製作

母乳寶寶磨牙餅

5B員工母乳冰箱
管理單位：5B病房

2014年國際母乳週
每年8月1日至7日為國際母乳哺餵行
動聯盟(WABA)發起的全球性國際母
乳哺育週活動，本次主題為「贏得
了人生的致勝球」，藉以幫助、保
護、促進及支持哺育母乳。本院母
嬰親善推動委員會在主任委員楊國
卿副院長帶領下，邀請了院內純母
乳哺育成功的各職類員工家庭擔任
代言人拍攝海報。希望民眾看到最
熟悉的醫護人員家庭都已贏得了人
生的致勝球，也能帶動他們加入純
母乳哺育的行列。

6B楊貴賢護理長 楊國卿副院長與母嬰親善
全家福宣傳海報 照護團隊於海報牆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