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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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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維

我們來自不同的
家庭城鎮及學校，
但我們選擇
護理系!
我們在新光醫院
一起工作
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一起為未來
奮鬥!加油！

我們有著不同
的個性長相、
血型，但我們
都是一群認真
的男丁格爾!
我們在新光急診
一起學習
一起成長
一起歡樂
一起為病人
服務!

103年6月18日到宅沐浴車啟用
典禮暨記者會

新光人壽慈善基金會捐贈新光醫
院「到宅沐浴車」，這部車以日本
「訪問入浴」的規格，在台設計打造，
配備日本原裝進口的組合式浴缸與加
熱設備，更因應都會地區高樓層的需
求，透過工研院研發的攜帶式浴盆，
發展出結合居家照護與「原床泡澡」
之多元服務模式，將為大台北地區失
能長者洗個舒適的澡，一圓洗個好澡
的夢。居家護理室「到宅沐浴服務」，
目前已服務二位個案，營造一個長者
舒服沐浴的環境。

社區護理室N3陳秀珍護理師到宅沐浴車第一次啟用現況

到宅沐浴服務
•服務對象： 居家失能老人或身心障礙者，無法自行沐浴或家屬無法執行床
上沐浴者，無傳染疾病者。
•服務內容：協助個案身體評估，皮膚檢查、洗頭、沐浴、穿換衣物。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08:30~12:30 下午13:30~17:30，採預約制，一次1小時。
•服務範圍:單向車程30分鐘內之地區，士林、北投、內湖、三重、蘆洲等地區。
•收費標準:1000元/次，中低收入戶免費(需備相關證明文件) 。
•申請方式：致電本院居家護理所提出申請或親至本院1樓及B1服務台申請，
由本院服務團隊進行服務前評估，依評估結果決定是否能夠提
供服務。
•服務專線：(02)2833-2211轉2602、2482

護理品管
專區
新光醫院第13期品質改善活動成果競賽暨
發表會HD5及10B分獲第三名及佳作
•HD5將代表本院參加第15屆醫療品質獎主
題改善組及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醫療安全品
質提昇提案獎勵活動競賽。
•10B病房將代表本院參加台北市政府衛生
局醫療安全品質提昇提案獎勵活動競賽。

HD5 N4王淑麗護理師

HD5 N4王淑麗護理師

10B病房N4陳亦薇護理師

HD5改善主題: 運用改良式止血器於血液透析病
人動靜脈瘻管穿刺傷口止血後滲血之改善專案。
專案目的:減少滲血事件發生與降低額外的照
護成本、提高護理師對血管止血的認知與技術
及提高病人滿意度及對護理師信任感。
改善對策及專案成效：
1.設計並製作新式止血器，明顯降低動靜脈瘻管
滲血率。
2.新增血液透析病人動靜脈瘻管止血加壓護理指
導作業指引，提升護理師護理指導之認知。
3.新增透析後使用止血帶注意事項之衛教海報。
4.新增病人止血特殊注意事項於交班記錄單。
10B改善主題:根本原因分析降低精神科住院病人
自傷率。
專案目的:改善病房設備安全性、加強執行自
傷病人護理措施及住院病人自傷零發生率。
改善對策及成效：
1.提升病室環境安全性:參考他院浴室設置，病
房浴室蓮蓬頭設備完成更新。
2.加強護理師護理措施介入:以案例分析檢討及
修訂自傷之處理流程(含住院同意書及護理常
規之修訂)。
3.參加院內外之相關預防自傷課程，提昇照顧高
危險性自傷/自殺病人之能力。

護理資訊系統於2014雲端資訊年，將引頸
盼望、規劃已久的護理紀錄、護理交班及護理
指導資訊系統於103年7月15日正式上線。護理
資訊系統(NIS)，從97年的入院護理評估開始建
置，緊接著以護理行政管理系統為主要推展方
向，但背後卻仍默默的為臨床照護系統進行資
料整理、系統規劃與評估。於98~99年間，由副
主任帶領的護理計畫小組，透過文獻查證，完
成了93個主要護理問題與護理計畫，接著由護
理資訊管理委員會進行資料分析整理與統整，
並 應 用 國 際 護 理 標 準 詞 彙 (Clinical Care
Classification, CCC）進行護理問題及護理計
畫的資料編碼，交由資訊部協助程式之撰寫。
每週固定進行系統建置規劃、需求評估及
系統介面設計等討論會，於101年起陸續將建置
成果逐步上線，也同步將上線的表單宣告電子
病歷。
護理部黃惠玲副護理長

舉辦五場教育說明會

臨床照護系統發展史

臨床應用實錄

參加2014 WOCN conference and Skin &
Wound Care Practices 經驗分享
General Principles
壓瘡預防之臨床實務
Identification of patient at risk
factors
壓瘡高危險群的危險因子定定義
Assessments tools with Braden scale
運用Braden scale score 評估量表
Skin inspection and documentation
皮膚檢查之作業標準及記錄
Mobility frequency based on
individual patient need
翻身活動頻率能依據病人需要
Position: heading up no more than
angle of 30 degrees, and lifting up
the heels.
採取床頭抬高30度及抬高足跟部

預防壓瘡新設備

皮膚組合式照護模式(SSKIN)
項目

建議新增的策略

Surface :
prevention

提升皮膚防護裝置的運用:
泡棉敷料 脂肪墊 高密度床墊

Skin inspection
skin cleansing

壓瘡及失禁皮膚炎評估標準建構
通報及追蹤管理機制:影像記錄
皮膚清潔照護模式的變革

Keep Moving

臥床病人翻身活動的技巧及標準
運用降低皮膚受壓及磨擦損傷的
設施

Incontinence
management

失禁病人皮膚清潔及照護規範
通報及追蹤管理機制:影像記錄
失禁皮膚清潔照護模式的變革

Nutrition
Support

即早的營養評估及追蹤管理

護理部
賴寶琴督導
與學者
Braden合影

2014 WOCN學員結訓合影

•張文蕙護理長、陳玟霖護理長參加第一屆亞洲護理教育研習會議
•會議主要探討亞太地區各國護理教育現今所面臨的挑戰、護理教育理念、信念和
專業知識，以提高護理教育的專業品質和精髓。
陳玟霖護理長研究海報發表主題:高級
心臟救命術訓練成效自我評估之探討

•Abstract
Background: Clinical nursing workers are usually the
first ones to initiate resuscitation while finding critical
conditions of patients. Thus,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provide participants learning all resuscitation
knowledge and skills by a two-day advanced cardiac
life support (ACLS) training course for efficacious
and correct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CLS training course on clinical learning efficacy by
using a self-assessment method.
Methods: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as a cross-section
investigation. We recruited 333 nursing staff in a
medical center to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 named
"Self-Assessment for Training Efficacy of ACLS
training course" with four domains as follows: class
satisfaction, enhancement of individual professional
ability, ACLS self-capability and impact on practical
working efficiency.
Results: (1) For each parameter of training efficacy,
scores by rank were as follows: enhancement of
individual professional ability, class satisfaction,
impact on practical working efficiency and ACLS
self-capability. (2) Scores of ACLS self-capability
and practical working efficiency of
emergency/intensive care nursing workers were both
higher than those of operation room and hemodialysis
unit staff, respectively. Scores of enhancement of
individual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ACLS selfcapability of head nursing staff were higher than
general nursing staff. Recruited subjects who
experienced 3 - 5 times of ACLS practice had higher
score of ACLS self-capability than those without
ACLS experience. (3) As for self-assessment for
training efficacy of ACLS course by enrolled
subjec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tergroup differences
among class satisfaction, enhancement of individual
professional ability, ACLS self-capability and
practical working efficiency.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could be served as a
reference to improve ACLS training course designing
in the future.

張文蕙護理長研究發表主題:客觀
結構式臨床測驗評量於護理人員溝
通能力教育訓練之研究
•Abstract
Purpose: The research aimed to evaluate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among nurses
following various education interventions.
Design: This research was experimental design.
Methods: Inclusion populations were nurses of
medicine (clinical qualified level N0 to N2 for
nursing) in a municipal hospital of Taipei (n =
78). Under stratified purposive randomiza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clinical
scenario-based simulation education for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ntrol group
underwent traditional class-based education for
communication. Both groups received a pre-test
and an OSCE post-test after education. Results
were analyzed using SPSS17.0 software.
Main findings: Independent t-test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cap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t (58.67) = 3.406,
p =.001) in both groups,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 = 5.00, SD = 0.82) showed more
increases in cap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than
the control group (M =4.11, SD =1.41).
Conclusion and recommend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linical scenario-based simulation
education turned out to be more effective than
traditional class-based education in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among nurses.

張文蕙護理長陳玟霖護理長於大會會場留影

病房自2010年開始收治頭頸部腫瘤接受手術患者，為了能達到術後良好的口
腔衛生狀態，在執行口腔護理過程發現許多問題，包括清潔後口腔仍出現異味、
不舒適及無法有效清除分泌物等，也影響術後復原進展。因此，期望能提升病人
執行口腔衛生之正確性，促進舒適狀態並降低感染率，並建立病人執行口腔衛生
之觀念，達到「每天做、持續做、認真做」的目標。
執行過程中改善口腔護理設備，增購口腔護理用具並添購燈具以提升光源，
改以吸唾管抽吸，方便沖洗液抽吸，及規劃護理口腔衛生教育系列課程，定期執
行成效討論會等在職教育活動， 藉此提升照護品質。
10A病房 N4黃一玲護理師

技術訓練指導及討論會

持續做
認真做
每天做

改善設備及流程
 執行口腔衛生照護正確率比專案改善前進步27.1%。

 病人及主要照顧者對口腔衛生照護滿意度較執行前提升17.4%
 頭頸部腫瘤手術後傷口感染率下降至0‰。

確實做好
口腔衛生
頭頸部腫瘤手術後
病人照護之重要性

改善設備與
操作流程
操作便利促進舒適感
降低感染機率

建置
多媒體形式
護理指導工具以
多媒體形式建置

•
•

•
•

訓練日期：2014年6月6日起至7月30日。
課程主題:包括壓瘡及傷口照護、造口評估及裝具臨床操作、重症病人
失禁性皮膚炎、醫療產品實體操作及慢性與腫瘤傷口照護產品之臨床運
用等。
參加人數:33人，恭喜學員皆已完成課室測驗取得受訓證明 。
訓練總時數:11.5小時。

課室教學

課程講師合影

實際操作練習

記得有一句廣告詞:「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這句話讓我在參與「傷造口護理
課程」有著深深的感觸；原來，藉由一個小小的傷口，蘊含著不斷進步的護理學問及
科技敷料，進而看見注重病人安全及追求生活品質之需求。由於病人傷口情況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處理方法，例如失禁性皮膚炎的照護及第一~三級傷口敷料的選擇，以及造
口的護理等。光是敷料也有上百種，如何選用適當的敷料或藥物來降低疼痛、加速傷
口癒合，就是一門專業學問。例如，人工皮:人工皮有濕潤傷口的特性，有助肉芽新
生；泡棉:吸收快，當傷口滲液多時，就可選擇泡棉，以免傷口太乾或太濕；玻尿酸:
可促進傷口癒合，目前有凝膠或乳液、乳膏等多種劑型；含銀制菌性敷料:則可抑制
細菌，適用於預防傷口發炎或感染時使用。
在內科病房中常會遇到許多有傷口、皮膚炎及失禁性皮膚炎等病人，總是傷透腦
筋去處理病人傷口問題，藉由本次學習課程中懂得如何善加運用敷料特性，使得照護
傷口達到療效促進癒合，是相當具有成就感，讓我們一起來加入傷口照護的行列!
腹膜透析室N4 林宛蒨護理師

日本佐賀大學護理系藤野成美
教授及四位學生來台交流學習台灣
醫療與社區照顧體系護理作業模式
7/10-17於本院6B心臟內科病房實習
並參觀內科加護病房、心導管檢查
室、10B精神科及日間病房設備。
由賴寶琴督導、楊貴賢護理長及
N2王巧如護理師針對臨床教學提供
豐富的經驗分享，藤野成美教授及
學生們對本院之教學深表謝意並留
下深刻難忘的經驗。

侯勝茂院長(右六)及藤野成美教授(右七)
等人與本院同仁及佐賀大學學生合影

學習拍痰器操作

介紹護理資訊作業

學習膀胱掃描儀操作

(右一N2王巧如護理師)

6B病房N2王巧如護理師其曾於日本進修學習日文流利，此次由其協助教學及
指導，彼此溝通無障礙，深獲學生們的肯定，讓學習畫下美好的句點。

營養師(右一及右二)介紹跨團隊照護

參觀內科加護病房
由許淑盆HN(右四)接待

觀看護理之美

回想當初不管是誤打誤撞或因興趣而進入了這個行業，經過多年的學
校養成教育及臨床磨練，我們已命中注定要成為一位護理師，如今我們羽
翼已豐，學得了一身好本領。可以運用於臨床病人身上，看見病人因我們
的照護，症狀得以改善；病人家屬因我們的指導而學會照護家人；病人因
我們的關懷與安撫而降低緊張與焦慮，護理總是在無聲無息中默默成就了
病人的幫助。然而病人輕輕的一聲謝謝與肯定，已足以讓我們的辛勞褪盡，
並獲得成就感!有人的地方就有護理的需要，這是一個永不退流行也不會
被淘汰的美好行業，更是一個國際性的事業，行遍全世界我們都可以倚靠
護理專業存活，更棒的是她是一個助人的行業，靠著這個專業技能我們可
以與國際接軌到世界各地做醫療志工。多年前曾到非洲和印度做醫療志工
那是一個很美好的回憶也是很棒的經驗，
蔣淑如護理長
所獲得的成就和價值感絕對超乎妳所求
所想。
願妳和我一樣浸潤在這美好的護理
氛圍中，共同為著有需要的病人而服務
，
創造生命的價值與存在的意義!
9B蔣淑如護理長
贈送奶粉給非洲孤兒院活動

床邊手札--最難忘的碰撞經驗
<生命的可貴>
一天深夜，檢傷區的電話突然響起，勤務中心通報一位自焚自殺，全身燒傷的
病人將送來急診。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我在病人身上不斷的CPR，心裡不斷為她祈
禱。空氣中瀰漫著身體因為燒焦而散發出來的焦味與煙味，當鼻子吸進濃厚的煙味
久了，也會覺得頭暈目眩。雙手接觸按壓的不再是柔軟的皮膚，而像是白蠟色的皮
革一般，硬化且缺乏彈性，當下，不管是心理還是生理上的衝擊都相當的大，因為
我這輩子還是第一次為這樣的病人急救。雖然最後病人還是走了~ 但是急救的的情
境至今仍歷歷在目，那種感覺和那種味道，在經過一年後，我仍然記憶猶新。
急診室就像許多人生的縮影，在這你可以看到生、老、病、死。而每個人、事
、物在與我們的生命交會的同時，就會開啟許多的學習機會，只是看我們自己願不
願意去倒空心的那杯水向他們學習。
急診室N2謝鈞帆護理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