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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大家 國際護師節快樂~~~~
ICN 2015年國際護師節
護理師：改變的動力-高效能照護和高效益成本
ICN 2015 International Nurses’ Day
Nurses: A Force for Change Care Effective, Cost Effective

陳淑娟主任祝福的話
祝大家護師節快樂！
依據104年3月台閩地區護理人員統計表，目前執業登記人數147,397
人，明顯與實際需求有所差距，我們身為其中的一份子，儘管不斷的
忙碌，每天面對快速翻轉的醫療環境，時時迎接不同的挑戰與急速的
進步，還是請大家在工作之餘，先學會愛自己，多運動，注意飲食安
全，掌握自己的健康。
這幾年，我們的護理已逐漸發展出穩定的模式，在臨床護理、社區
護理、預防保健、癌症防治、999緊急照護及護理資訊上都已有傑出的
表現。謝謝大家的努力，今年是醫院的人力發展年，我們的目標是持
續人力招募、留任及培育，從已上線的NIS系統及即將上線的化療醫囑
都可以看到是透過長期人力培育及跨領域團隊合作所創造出來的佳績。
在面對快速轉變的醫療環境，護理之路相信還有很多地方需待改革，
需要結合眾人的智慧與努力，共創有魅力的執業環境，非常感謝堅守
崗位的伙伴們，秉持著對護理專業的熱忱繼續為民眾的健康貢獻己力，
在此，祝大家護師節快樂、平安喜樂！

賀喜!12位資深護理師完成第七期領導管理訓練課程
歷經半年訓練課程與實務
實習訓練後，課程於2015
年4月29日結訓，學習之
路艱辛與困難，初嚐豐收
與成長果實，甘又甜。
面對未來 加油！

ER吳若瑜

DR陳莉莉

SICU林佳欣

8A許姿慧

SICU陳曉琳

8B張喬婷

SICU 鐘珠華

HD3陳俞亭

OPD許美慧

HD3顏心蘭

RCU張嘉容

OPD張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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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2015年本院國際護師節表揚人員
績優護理人員、優良教師 共 45人
護理臨床競賽：
第一名 NSICU 、第二名10A 、第三名SICU
護理研究競賽：
第一名 社區護理室 、第二名SICU 、第三名腹膜透析室
資深績優人員代表於5月6日於本院國際護師節慶祝活動接受公開頒獎表揚

104年護師節禮物-食物罐
環保、愛與關懷

104年新光醫院國際護師節績優資深紀念徽章

期盼以重複使用的安全容器盛裝
食物，大家愛自己同時也愛護地球，
提倡環保，降低環境汙染。
在晚夜班時盛裝一份溫暖的食物，
在休息時暖和自己
的胃，讓自己更有
體力完成工作。

優良教師共 9 人
9B廖淑綾

8B張喬婷

MICU 陳瑞貞

PICU林芝聿

8A李依靜

HD1張嘉琳

SICU林明芳

RCU吳純怡

RCU李美瑜

績優護理人員共 36 人

資深護理人員
共86人

10A林宛蒨

10B鄒明潔

NRICU陳玉娟

8A黃嘉慧

7A黃秀子

7B林瑞瑩

9B李曉蘋

9B廖淑綾

8B葉維純

6A洪莞渝

6B王巧如

PICU蘇芃瑜

RCU陳思穎

SICU柯芷芸

MICU鄭琬儒

MICU陳詩樺

OR蔣玉蕊

OR張淑萍

ER謝鈞帆

ER吳若瑜

DR許雅晴

HD1王麗惠

HD5鍾芳英

HD6吳孟燕

PD廖秋萍

PD許珊毓

HD3朱毓蘭

HD3張念慈

HD3沈燕芬

OPD陳惠芬

PH張芬娥

PE周佳嫻

PE陳彥蓉

癌症防治中心
徐銜駿

癌症防治中心
黃惠雯

癌症防治中心
許晴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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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品質改善活動發表會成果
103年度品質改善活動，於104年4月28日舉辦競賽成果發表，
本部共有4個單位獲得佳績：

第一名：8A病房
得獎主題：降低神經內外科病房病人
失禁性皮膚炎發生率

第三名：3A病房

第一名：8A病房團隊

得獎主題：降低某病房使用Port-A施打
化學治療藥物外滲率之改善方案

第四名：護理部急診室&病理檢驗科
得獎主題：使用真空採血改善急診病人APTT
秒數假性偏低之比率

佳作：5A病房

得獎主題：提昇某外科病房護理人員傷口照護正確率之改善專案 長官與競賽團隊合影

給病人一個好臉色
張曉婷護理長/健康管理部
護理師工作忙碌緊張，時常用餐時間不定，壓力及飲食失調往往讓自己的臉
色不加，即使是花錢買昂貴的保養品吸收仍然有限。
醫美中心引進英國時尚界的矚目的多層次脈衝光儀-「840驚豔光（UltraPlus
VPL）」，它是頻寬560nm至1200nm的多層次的脈衝光，有多達840組治療參數
可供選擇，能真正依據顧客的膚質、症狀來量身訂製「客製化」療程。改善皮膚
暗沉、膚色不均、淡化黑眼圈、掃除斑點、抑痘及重拾皮膚彈力，療程中不需局
部麻醉，約30分鐘完成，是忙碌的護理師及職業婦女快速改善膚質的最佳選擇。
醫美中心唐豪悅主任說：「如果說傳統脈衝光是傻瓜相機，那麼840驚艷光就
好比專業的單眼相機，它能透過精準的光波濾鏡與各種參數的調整，來控制脈衝
的數量、時間及強度，能針對斑點、膚色不均、黑眼圈、痘痘等肌膚問題，施打
後能立即看見肌膚白皙透亮、驚艷成果，因此稱為驚艷光。」
唐豪悅主任常說，醫學美容已進入一個講求的時代。
消費者所追求的不 僅僅是「看得見的成果」，也更注重
治療當下的「安全 性 」與「舒適感」，「840驚艷光」
突破了傳統脈衝光的缺陷，滿足消費者期待。護理姐妹們
時常上班照顧病人，下班照顧家人，卻沒時間好好照顧
自己，每個月給自己30分鐘，還原您的好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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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給病人一個好臉色。

圓仔與企鵝爆走嚐鮮白蘆筍~
新光醫院邀病童、長者共享美食饗宴

繆信宇 /秘書室
簡淑珍護理長 /5B病房

圓仔與企鵝爆走至新光醫院!，原來是可以吃的圓仔與企鵝飯糰，數十
隻的圓仔與企鵝飯糰圍繞著『白蘆筍餐』，超萌的模樣讓病童直呼可愛
而捨不得吃，8歲小女孩Caylin Max，遠從帛琉到新光醫院就診，目前病
情控制良好，日前醫院社工帶她至兒童新樂園遊玩，讓Caylin Max重拾笑
顏。本院於今3月23日舉辦『圓仔與企鵝爆走嘗鮮白蘆筍』饗宴，讓
Caylin Max及其他住院病童忘卻病痛、「萌」受療癒。
侯勝茂院長表示住院病友由於必須接受多種治療，
往往讓病人食慾不佳，但卻又礙於無法外出用餐，
吳東進董事長為了增進住院病友們飲食的意願，提升病人
營養品質，在適逢歐洲白蘆筍盛產的時節，特邀法樂琪餐廳 萌圓仔與企鵝飯糰
主廚張振民幫忙，從歐洲空運珍貴食材有「蔬菜之后、貴族白美人」的
白蘆筍來台，張主廚隨即便贈送給本院病友享用，今年已經是連續第8年
辦理此活動，於三月二十三日中午12時，邀請張主廚蒞院，大秀廚藝讓
病友、家屬、醫護人員，一起享受當季最新鮮且清甜多汁的『圓仔與企
鵝爆走嘗鮮白蘆筍』饗宴。
Cayline參與餐會當天護理師姐姐們便為她
裝扮可愛粉紅系列，Cayline神情也顯得興奮
愉快；在簡護理長陪同下幾位病童、家人共同
參與，會中發現小朋友們看到圓仔及企鵝飯糰
驚訝與開心表情，並用小心翼翼呵護的表情，
一直問營養師阿姨真的可以吃嗎?突然發現在
住院多日中的病童臉上擠出歡樂的表情，
院長、洪主任、張主廚與孩童及家屬合影
讓人好生疼愛的樣子。
8歲Cayline對媽媽說，這個餐真的好好吃！」，
參與「白蘆筍饗宴」，看到圓仔、企鵝做
的飯糰，為枯燥的住院日子，增添不一樣的色彩。
感謝董事長與院長等安排，讓所有小朋友能品嘗
具有創意與美味之餐點，溫暖每位參與活動病童
與家屬的心，當然所有與會護理人員
簡護理長與小朋友及家
也都一同享用貴氣十足之美食饗宴。
屬合影
Cayline 細細品嘗白蘆筍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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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照護工作坊活動成果

賴寶琴督導 / 護理部

本院於104年3月21日與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共同舉辦傷口照護
工作坊，邀請各個醫院的傷造口護理師共46人參與成長營的活動，三個小時
的實務操作與案例討論讓與會的傷造師們都感到收獲滿滿！
特別邀請國泰醫院部趙慧玲副主任擔任課程引言，從課程資料中讓學員
了解病人產生失禁性皮膚炎之嚴重問題與預防。
工作坊的主題為失禁性皮膚炎之皮膚照護策略，
包括失禁性皮膚炎發生之原因、評估與確立導因、
皮膚清潔及照護處置等作業之實務討論，並進行
護理用品及照護之操作，對於發展皮膚清潔照護
改善方案及照護指引形成共識，期望能運用於臨
床以降低失禁性皮膚炎的發生，提升照護品質。
IAD照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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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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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pection
skin clea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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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分組討論與實際操作

台灣傷造口及失禁學會趙
常務理事擔任課程引言

IAD照護策略

項目

微生物：
消化道細菌、
黴菌

摩擦：
清潔方式
不正確

刺激物：
Stool urine

密閉:尿布

潮溼

IAD 形成原因分析

5A莊護理長及6A林護理長與講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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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模具實作討論並回覆示教

學生參訪活動台南護專、弘光科技大學
陳明怡副護理長、吳秀娟督導 / 護理部
2015年護理學生參訪活動規劃，在本院人事室、護理部精心策劃二場護理學
生參訪本院活動，歡迎學生到本院就未來就業環境進行實地了解，包 括護理工
作職場、員工的福利與環境設備及住宿環境等進行了解，會後也安排週邊環境
與旅遊景點參訪，相信此行弘光科技、台南護專學生，必定有滿滿收穫。

2015.3.14 台南護專參訪過程
3月14日台南護專由陳雪主任及2位老師帶領35位學生到院參訪，參訪路線
包括本院內外科病房、健檢中 心、嬰兒室、聖賢大樓等。
參訪活動目的在於培養在學學生除了學習學校專業知識及技能，藉由參訪本院
環境的軟、硬體與人文，亦發揚本院磁性護理，促進在學生對本院的深入認識
，與本院護理部共創護理人才培育搖籃，拓展師生的臨床視野。本次活動共錄
取6位同學為「5+2產學合作方案」之同仁，歡迎他們加入新光護理部大家庭。

全體合影留念

健檢中心參訪

張德生協理致歡迎詞

2015.4.11 弘光科技大學參訪過程
4月11日弘光科技大學由陳淑齡主任帶領下50位師生到院參訪，參訪路線依
同學未來就業有興趣科別安排，分為內外科病房、急重症單位、產兒科、聖賢
大樓等，參訪過程讓師生對本院有進一步更深入了解，會後有多位同學表達畢業
後至本院就業意願。下午由院方同仁陪同前往淡水老街及漁人碼頭旅遊， 完成
結合醫院參訪及旅遊之豐富行程。

侯勝茂院長致歡迎詞

產兒科參訪

全體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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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護理碩士班學生產兒科實習
經驗分享-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曾雅惠護理長/3A病房
三月份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國際護理碩士班學生共6人，來到本院產兒科
實習。他們分別來自於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甘比亞、菲律賓、印尼、貝里斯等不
同的國家，不同的風俗民情，要在台灣這個美麗的寶島上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實習過程中，同時經由交流過程中，學習到了每個不同的文化在對產婦及新生
兒的照護上有相當大的不同。在台灣的孕婦接受產檢、生產都相當的便利;以家庭
連育蘭護理長/7B病房
為中心的護理、坐月子文化及不孕症的治療，也都讓外籍學生相當的感興趣。
台灣的政府為了來自不同國家的新住民提供不同語言的『孕婦保健手冊』，包
含英語、越語、印語等，都會讓新移民女性感受到很溫馨而且被重視。
外籍學生最印象深刻的是，善終的概念在產房的運用，特地為終止妊娠的寶寶
準備「往生盒」，在小小盒子內裝著的不只是冰冷的身軀，也放入父母親寫給往
生寶寶的小卡片，讓哀傷的父母親能夠為逝去的孩子做最後的祝福及道別。而於
產後病房，為了避免醫護人員對這位失去胎兒的媽媽誤道恭喜而觸傷她的心，特
地設計在病歷首頁、病室門口，懸吊『送子鳥』的圖案，以互相提醒避免不必要
的傷害發生。他們對於本院在撫慰母親心靈上如此貼心的服務深表讚許，也分享
到在一夫多妻制的甘比亞，認為孩子再生就有了，反而未注意母親失落的情緒。
每一位國際學生的學習精神都是值得我們效法的，他們對於新的事物，總是充
滿了好奇心，也勇於發問，甚至一起討論不同文化的照顧經驗。他們也願意把在
這裡學習到的經驗帶回去他們國家和其他工作人員分享，讓產兒科的照顧，能夠
更貼心、更符合整個家庭的需求。或許我們並未到這些國家去過，但也藉由這些
同學的分享，讓我們瞭解各個不同文化，對於母嬰的照護重視的程度，真的是有
滿滿的收穫。

嬰兒室實習經驗分享及與李護理長合影

參觀健檢中心並與張護理長合影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