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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晉升護理長介紹
畢業後帶著一些懵懂也懷抱著熱忱來到了新光醫院
~~~~
~~~~
護理部這個大家庭，一晃眼，已在新光醫院服務邁入19
個年頭了，從一位靦腆又生澀的護理師，經過學姐的教
導，及護理長官們的提攜，我已經能夠扮演指導學弟妹
們的角色了﹗我也一直再重新調整與學習，也練就了自
己樂觀、踏實的性格，在任職期間，積極參予腎臟移植
護理培訓及重症加護護理訓練，在100年受到護理長的
推薦參加護理領導管理訓練班，學習歷程中獲得跨單位
的臨床實務與行政管理歷練，是非常難得的學習成長機
會；擔任9B病房副護理長兩年多來，期許自己能扮演好
臨床教師的角色，並能帶給單位伙伴們正能量、及團隊
的溫暖；感謝我的伙伴們一路相伴，也感恩所有長官對
我的提攜；護理伙伴們，我與大家一起努力前進！

快樂

參加肌無力病友關懷活動心得

9B 盧佳穗護理長

7A 林臻護理師

很榮幸能夠與邱副院長、 NRICU黃郁凡一同帶領台灣肌無力病友們參加肌無
力病友團體北京交流會活動，這三天的「中國重症肌無力大會暨多科學醫學高峰
論壇交流會」，除了醫師們的演講讓我印象深刻，更震懾的是兩岸病友間的交流
，他們皆樂於分享，不藏私地侃侃而談，分享生病歷程、開刀住院過程，如何克
服以及治療方式等。此外，也抱著學習的態度與台灣病友討論及分享得病時間、
住院的過程和生病的症狀，甚至與死神拔河的過程，有位病友分享在正值壯年期
且事業成功時，生了這場病，最後負債累累甚至在加護病房插管治療一個月，所
以他開始懂得心理調適，靠著藥物治療以及意志力，最後平安無事的活下來了，
努力健康的生活著。這三天的交流，讓我再次體驗生命的寶貴，也是生命教育寶
貴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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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兩岸肌無力大會病友合影(前排右二林臻)

圖二 台灣肌無力病友們在大會活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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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105年醫學中心評鑑」心靈點滴
SICU林佳欣護理師
「醫院評鑑」目的在於透過客觀的評量方式確保醫院之醫療品質，得以提供
給民眾更好的就醫品質，同時檢視醫護人員的工作環境；而「教學醫院評鑑」則
是評量機構提供實習醫事學生或醫師訓練的品質準則。準備醫院評鑑無疑為繁忙
的醫療照護添加不少的工作負擔，尤其今年台北區醫學中心競爭最為激烈，首度
出現十一搶九的戰況，各家為了爭取醫學中心地位，無不卯足全力衝刺，只為團
結過關時的榮耀。
身為新光醫院的一份子，各醫療科及護理人員自評鑑前就齊心著手各項的準
備工作，包括熟悉各資訊系統的操作、各類防災演練、醫療工作環境安全與5S管
理等共通性的面向；另一方面則模擬實際PFM查核方式，從調閱病歷開始準備、
個案查證路徑的追蹤…無不是希望能透過演練展現我們最完美的一面。
這次的評鑑，委員在外科加護病房停留許久，隨機挑選一位多重創傷病人，
仔細驗證創傷病人從急診、加護病房、一般病房等每一環節的照護流程，包括急
診的會診時間、檢(驗)查報告時間、各項侵入性檢查同意書的完整性等，過程中
可深刻感覺到委員對照護品質的重視；而加護病房所舉辦的家庭會議紀錄、對病
人疼痛照護、營養支持及藥物使用紀錄單，甚而病人接續普通病房的復健運動等
等計畫，在在都顯示評鑑委員對於病人安全與權益的重視。
新光的照護團隊已盡力打完這一戰役，無疑的是評鑑時期每個團隊所凝聚的
爆發力與向心力；未來仍有不同的挑戰等著，我們仍秉持以病人為中心的精神與
精進改善的信念，希望持續成為全民最受信賴的醫學中心。

圖三 齊心著手評鑑準備

圖四 跨團隊活動合影

圖五 醫師與護理師合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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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琉國家醫院護理師代訓經驗分享
RCC陳玟霖護理長
新光醫院依據多年來派遣醫療團至帛琉共和國之服務經驗，與當
地醫療體系及人民已經建立起相當有好的關係，也發現當地極度缺乏
醫護教育及訓練資源，且在制度不完備、經費及人力資源不足的情況
下，更增加友邦醫事人員繼續在職進修的困難。
105年度國合會提出「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練計畫」第一梯次訓
練計畫，本院除持續加強與友邦國家間之醫療合作與交流工作，並遵循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深化與各國間衛生合作之夥伴關係，提供帛琉
學員Allyne為期3個月(2016/03/29-6/28)的訓練，以增進其醫療服務相
關教育及品管等執業能力，積極協助友邦醫療專業人員充實知識、技術
與經驗，以提升合作國家醫療照護品質。

圖六 Allyne (後排右二)出席社區健康活動

圖八 Allyne (右三) 參加緊急災難召回演練

圖七 Allyne (前排右三)與血液透析團隊合影

圖九 Allyne (左二) 與產兒科護理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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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琉國家醫院護理師代訓心得
帛琉國家醫院護理師 Allyne
I came to Shin Kong Hospital not knowing what to expect from the training I was
to receive. I was nervous and very much missing my family back home. But on
my very first day of training, I met with the Nursing Director, Nursing Education
Supervisor and my friend Amy, RCC Head Nurse. I was welcomed with great
hospitality. I instantly felt at ease. I started my training expecting only to be
trained for what I applied for, but these past two months, I have learned so much
more than what I expected. I have learned the process of how each ward/unit
operates, how they train their staff, how they educate patients and family
members, how they collaborate with other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the
community, how they do outreach programs to the communities and at risk
communit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how Shin Kong Hospital treat their employees
with respect, encouragemen t and motivation. Everyone I have worked with or met,
are all very professional in their respective part in the Hospital. They treat patients
and each other with respect and always very professional. I have gained a lot more
than what I expected. I have gained knowledge that I can bring back home to
Palau and implement 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in Palau. I
have also gained friends that I will call family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You all have
been so welcoming and helpful. Even though you were all so busy with your work,
you took the time to answer my questions and help me whenever I needed it.
Some have even taken the time to bring me sightseeing with their friends and
families. I am forever grateful to everyone here in Shin Kong Hospital. You have
taught me so much not just professionally, but about life itself. And most
importantly, you have always made me feel at home.
Thank you all so very much and I am
going to miss all of you. I just wish
now that I could stay a little longer
or maybe stay for good.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this
amazing experience.
Kom Kmal Mesulang!! Xie Xie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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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Allyne(前排右三)於國合會期中評值會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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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友善職場 需要友善的您
國際醫療團隊合作

圖十一 國際醫療團隊合作的成果豐碩

6B林嘉黛護理師、楊貴賢護理長

圖十二 6B經營團隊會議合影

經過了全院病床科別調整之後，6B病房由心臟內科轉變為一般醫學內
科病房，簡單來說，我們變成高齡綜合內科病房，也意味著病房護理師本
身要開始適應各種科別的常規之外，本著ACGME六大核心能力及跨領域團隊
合作的精神，同時要向每個月來訓練的畢業後一般醫學醫師做病房環境介
紹、常規介紹、自我介紹等等的事情，為了維護病人的檢查及治療能夠順
利進行，不斷的嘮叨對方、電話緊追不捨甚至如影隨形，簡直跟蹤狂，那
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
經過一陣風聲鶴唳，一般醫學科主任江俊松主任與護理長兩位主管不
斷的溝通與協調，醫護之間找到了平衡，總在繁忙的工作中，忘記自己也
在一開始懵懂無知的情況下逐漸成長，一路跌跌撞撞，才成就了現在的我
們，多一點體諒關懷、少一點責罵，醫療團隊一同為了病人健康而努力，
成為了併肩作戰的好夥伴。
PGY的醫師覺得內科訓練壓力最大，以「病人病況差且複雜」及「工作負荷
大」為首要原因，一般醫學內科訓練時因為教學學習較多，同時也成為滿
意度最高的科別，在這麼矛盾的情感下，良好的工作環境及良性的互動關
係，也許能夠為他們帶來一點衝勁。一起工作的夥伴們在工作之餘，每天
一點一滴的付出，為病人帶來健康及舒適，也能找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我們比想像的還要偉大。當PGY在各醫療專科領域展翅高飛的時候，回想起
5
自己年少輕狂的青澀年代，也會懷念起相知相挺的醫療團隊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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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塵爆傷友關懷活動…在塵爆事件一週年後
護理部 賴寶琴督導
在塵爆事件一週年後，我們更成熟更堅強了~~~
627塵爆大量傷患事件一週年了，本院舉辦了傷友回院的關懷活動
，看見他們重生後堅強的生命力及笑容，我們一切的辛苦及勞累，都
是值得的！
回想一年前，塵爆傷友住院期間，除了病人的照護外，針對大面積燒燙
傷病人，持續性依病人之個別需求密切與醫療科共同討論提供足夠的輸液補充，
針對病人因為大面積皮膚缺損及每一次換藥的疼痛問題，依病人之特性於換藥前
主動提供止痛藥物使用，住院期間亦隨時與病人討論疼痛程度及與醫療科溝通止
痛藥物種類及劑量之調整、與病人討論並選擇年輕傷患喜歡的現代音樂於換藥其
間播放，以降低其換藥期間之疼痛問題；隨著大面積燒傷傷口開始癒合的同時疤
痕就開始增生，除了生理不舒適外因為疤痕組織導致病人肢體活動功能障礙，這
階段除了住院中必須持續與復健科醫療團隊進行密切溝通相關附件計劃，也必須
為病人出院做準備，其中最重要的是持續性復健計畫。此外，遭受大面積嚴重燒
燙傷的刺激導致病人心理創傷，燒傷治療歷經數次清創、植皮等手術，會帶來極
大的痛楚及創傷壓力症候群，有時效性會診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進行心理諮商也
非常的重要，轉介社工師及社會福利機構，並透過社工師及復健師安排持續性復
健運動外，也能安排支持團體活動，藉由相同個案分享彼此的疾病適應歷程，以
降低病人導致壓力創傷症候群等心理疾病及社會適應障礙等問題。這段期間，每
一位傷患的家屬也面臨小孩面對生命威脅的不確定性與心理衝擊問題，藉由護理
經驗中了解到家屬的需求，於第一時間透過與醫療科及行政主管的協商並安排，
於大量病人住院第2天急召開家屬說明會，過程中由醫院副院長帶領醫療團隊向所
有家屬說明燒傷處置及照護注意事項等。並藉由與醫院主管及社服課安排「家屬
休息室」及「肩頸按摩」等舒壓活動，讓家屬能獲得良好照顧及減輕生理、心理
壓力！ 回想這一年來，還好有我們的護理團隊伙伴們，因為有你的協助，我們
更團結、更有信心，也才得以提供傷友們全人的照護， 謝謝護理伙伴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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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傷友與醫護團隊相見歡活動合影

圖十四 院長、侯友宜副市長(後排左三)與傷友合影

多元創意教學-翻轉教室課堂
Flipped classroom
5A 莊麗敏護理長

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的概念起源於2007年，
美國科羅拉多州洛磯山林地公園高中 Jon Bergmann 與
Aaron Sams老師，為了解決同學缺課的問題，使用螢幕擷取
軟體錄製PowerPoint簡報與講解旁白，再把錄製好的影片上傳
到YouTube網站讓學生自學。其核心為改變過去課堂上「老師
說、學生聽」的單向填鴨教學模式，進而以「學習為中心」的
教學，提升學習動機及自主學習能力。
運用多元教學以提升教學成效之理念下，翻轉教室之教學
於2014年起推展至臨床護理教學，為臨床護理師最受歡迎及正
向回饋主題之一。從一開始請到運用心智圖教學的-孫易新老師
，接下來邀請到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孔令傑老師帶領我
們如何運用翻轉教室在教學上，到105年由臨床教師運用轉教
室於進階報告之書寫及相關倫理議題之課程等。
翻轉教室教學是讓學習者主動地去了解、探索問題及深入思
考，再透過課堂中進行充分的討論下真正地深化學習。

圖十五 創意私奔心智圖-孫易新老師

圖十六 翻轉教學在進階報告

圖十七翻轉教學在倫理課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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