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號：2018年9月(第二十三期 )
護理部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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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rsing Now ~

◎發行人：陳淑娟主任 ◎主編：賴寶琴副主任

◎編輯委員：張明真(本期）、宋翠葉、徐菊容、楊佩靜、吳秀娟、張敏、許淑盆

新光開跑

護理部 吳秀娟督導

Nursing Now是ICN及WHO共同合作下展開的一個為期三年的全球性活動。
護理師是健康照護團隊的關鍵人物，在健康促進、疾病預防與治療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也是最能深入社區的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因此身負推動社區型照護新模式
及支持在地化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的責任。‟Nursing Now”活動於107年2月27日於
倫敦及日內瓦正式啟動，持續推動至2020年，即是南丁格爾女士200歲生日。台
灣護理學會是國際護理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重要會員國之ㄧ
，長期活躍於國際舞台，積極參與ICN國際事務。今年也同步加入Nursing Now 活
動，共同推動提升全球護理人員的專業形象與地位，增強護理的影響力，並彰顯
護理對健康照護的貢獻。
為響應國際護理盛事經衛生福利部指導，台灣護理學會與中華民國護理師護
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共同提出〝台灣Nursing Now〞三大主軸：「護理躍動」
(Nursing Now)、「政府起動」(Governments Go)、「民眾感動」(People Moved) ，
並於2018年5月10日國際護師節聯合慶祝大會中正式啟動。期藉由政府、護理專
業團體及民眾的共同努力，提升護理人員的形象與地位，對全民健康及國家經濟
發展發揮最大貢獻與影響力。各項倡議活動將陸續展開，歡迎大家以多元方式（
例如舉辦活動、分享案例、簽名支持等）共同響應並分享成果（照片、影片或文
章）。有關活動詳情，請至台灣護理學會官網→【Nursing Now】專區點閱查詢
，也參閱其他機構活動成果。
新光醫院護理部積極響應推動Nursing Now活動，包括8月1日全聯會舉辦全國
性研討會、7月16日新加坡及韓國學生參訪團等，也都在本院合影共同支持此項
活動，希望新光護理師能認識活動真諦與意義，並共同響應全球性活動。
Nursing Now倡議重點
1.確保護理師參與護理及健康
政策，以發揮更大影響力
圖二、新光護理部與韓國、新加坡護理學生參訪團

2.鼓勵投資更多經費與資源在
護理人力，促進護理師學習、
領導與發展
3.聘任更多護理師進入領導與
決策層級
4.推動更多可展現護理師影響
力的研究及實證

圖一、活動標語

圖三、8月1日全聯會盧美秀監事長與本院同仁及
研討會學員共同響應活動

5.分享有效、創新的護理實例

護理部 謝欣枬
本院多年來與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輔仁大學共同協
助國際學生參訪安排，參訪活動提供國際學生見習不同
文化的照護特色，也增加同仁的國際視野。今年度接待
來自日本、澳洲…等15所學院，103位師生。除了與各
護理單位交流學習之外，院內外許多單位亦共襄盛舉。
參訪過程中除了對本院NIS系統及電子白板等感到新奇
之外，覺得訊息處理系統是醫護人員臨床照護上不可或
缺的幫手，另外安寧病房提供的溫馨、有尊嚴的活動也
讓他們覺得感動，同時透過交流瞭解不同文化醫療照護
模式，例如：坐月子是他們很羨慕、嚮往，獲益良多。
透過此次學習交流，所有師生均感謝醫院及護理部用心
安排，更感謝參訪單位給予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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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澳洲
新加坡
韓國
印尼
印尼
印尼
印尼
印尼
大陸
大陸
大陸
大陸
大陸
大陸

佐賀大學
昆士蘭科技大學
新加坡大學
首爾護理學院
峇里島健康學院
巨港大學
坤甸護理學院
北蘇門答臘大學
丹格朗大學
山東大學
山東中醫藥大學
福建醫科大學
濱洲醫學院
汕頭大學
常州衛生職業技術學校

 Nursing Now 宣言

 各單位參訪

介紹NIS資訊系統

序號

介紹電子白板

汕頭大學學生
參訪臨床技能中心、中央實驗室、放射診斷科

參訪消防隊-後港分隊

介紹RCC拍痰機

參訪復健科

介紹居家訪視

佐賀大學學生

印尼大學學生

侯惠澤教授：「我說你聽」的傳統講述法，不再是有效教學的唯一首選！
缺乏適當認知引導的討論與提問，可能會讓學習者產生焦慮感。近年來台灣有一群人，
嘗試用遊戲來翻轉教育，藉由歡樂刺激的課堂遊戲，促使學生達到有效學習！8月16日由本
部舉辦的”微翻轉遊戲化教學設計與醫療實務運用”工作坊，特別邀請到台科大迷你教育遊
戲設計團隊主持人侯惠澤教授，介紹「微翻轉遊戲化教學活動」之設計理論與醫療實務應用，

帶領與會學員了解微翻轉遊戲式活動之認知、互動理論基礎與教學設計。接著安排兩個醫療
實務主題“高擬真急救教學遊戲化課程”及”毒蛇咬傷緊急處理遊戲化課程”讓參與學員更
清楚了解微翻轉遊戲化教學設計如何應用於醫療實務上，報名學員共有80人次，過程中參
與熱烈，反應良好，期望學員會後可以嘗試運用體驗的範例思考，設計出適合自己領域的遊
戲。

微翻轉遊戲化教學
設計與醫療實務運
用
侯惠澤教授
高擬真急救教學
遊戲化課程
許瀚仁主任
毒蛇咬傷緊急處理
遊戲化課程
劉玉香護理長
葉佩萱護理師

護理部 張敏 撰文

國際癌症支持照護學會(Multi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MASCC) 為癌症支持照護的多專科
團隊的組織，使命是改善癌症病人從診斷、治療到臨終各疾病階
段的支持療法。其每年舉行學術討論年會，主題包含癌症最新的
支持療法，並鼓勵各專業團隊共享及溝通。
2018年6月28-30日在奧地利維也納Messe
Wien會議中心舉辦，共有61個國家，超過
1254人參加，台灣共有24位發表者，本院
護理部賴寶琴副主任、許淑盆督導、張敏
督導、8B病房許姿慧護理長及新寧病房張
喬婷護理師共5位進行海報發表。
左起
張敏督導、賴寶琴副主任、許淑盆督導、許姿慧護理長、
張喬婷護理師於大會會場合影

論文會場與國際學者交流

張喬婷護理師海報發表論文
“A Sample of Hospice Satisfaction of Hospice Ward in a Medical Center”

現場以電子海報形式發表

維也納中央咖啡館
年會晚宴

HPH國際研討會心得分享
圖、文 7A病房 高書怡護理師

第二十六屆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and Health Services (HPH)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
絡國際研討會，於今年6月份在義
大利波隆那舉行，臺灣是全球第一
大健康促進醫院網絡，今年共有
270人參加，共發表52篇口頭論文
51篇迷你口頭演說以及361篇海報
論文，本院與會人員:楊貴賢護理 左起高書怡護理師、楊貴賢、莊麗敏、連育蘭等3位護理長
長、莊麗敏護理長及連育蘭護理長 與WHO衛生促進中心主任Jürgen M. Pelikan 教授 合影
我發表的主題是『Analysis of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the Symptom Distress Occurs
During the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有機會
在國際會議上與國外學者相互交流，討論不同文化的醫療照護模
式，及分享工作經驗，讓我受益匪淺。了解到未來更應把握醫院
與人接觸的機會，以期提供民眾所需之健康促進服務

參與海報發表與國外學者交流
左圖：左一楊貴賢護理長、左三高書怡護理師 右圖：右一連育蘭護理長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與會人員

認識「病人自主權法」立法
社區護理室 陳秀珍護理師

生命都有其獨一無二的價值，每個人的價值觀更需要受尊重且被保障，《病人
自主權利法》就是基於這樣的基本人權應運而生。本法是首部以病人為主體的法案，
明確保障每個人的知情，決策與選擇權，同時確保病人善終意願。在意識昏迷、無
法清楚表達時，他的「自主」意願都能獲得法律的保障與貫徹。
當病人符合上述臨床五項條件(如表一)，由二位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之醫師確
診，並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照會確認，醫師可依患者預立的醫療決定終止、撤
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病人自主權利法》預計2019年1
月6日上路。以下依三點常見問題進行說明:
問題一 《病人自主權法案》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有何不同？
表一 《病人自主權法案》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比較表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理
論
基
礎

適
用
對
象

適
用
範
圍

1. 保障末期病人的善終
權益。
2. 病人簽具意願書，亦
可由最近親屬簽具同
意書為之（但實務上
多由親屬為之）。

僅保障末期病人

1. 心肺復甦術
2. 只能延長瀕死過程的
維生醫療

病人自主權利法
1. 保障每個人的人格尊嚴、自主與善終權利，僅心智能力健
全 者可自己做成決定。
2.以病人為核心，保障其知情、選擇與決策權。
3. 搭配各種程序保障機制：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預立
醫療 決定(AD)、醫療委任代理人。
五種特定臨床狀態：
1. 末期病人；
2. 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態；
3. 永久植物人狀態；
4. 極重度失智；
5.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
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1.任何有可能延長病人生命之必要醫療措施：心肺復甦術、
機械式維生系統、血液製品、為特定疾病而設之專門治療、
重度感染時所給予之抗生素等。
2.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問題二 哪些時機適合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1.健康或罹患不危及生命疾病時：此時「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目的在確保意願人
獲得足夠醫療專業與《病人自主權利法》相關資訊，以進行「預立醫療決定」。
2.具完全行為能力罹患重大疾病時：預先針對病情發展規劃醫療選項及善終計劃，
得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以訂定或調整其「預立醫療決定」。

認識「病人自主 權法」立法 (續)
社區護理室 陳秀珍護理師

問題三 如何註記「預立醫療決定」？
1.凡年滿二十歲且具完全行為能力的人為預立醫療決定，皆須符合下列規定(詳見
表二），經醫療機構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並經其於「預立醫療決定」
上核章證明。
2.經公證人公證或有具完全行為能力者二人以上在場見證。
3.經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
表二 善終醫療指示流程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預立醫療決定

生效

特定臨床條件
發生

執行

‧意願人（滿20歲具完全行為能力）＋二等親內親屬至少
一名＋醫療委任代理人＋中央主管機關認可的醫療團隊
‧書面簽定各項醫療選擇
‧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的醫療團隊核章
‧公證或二位見證人
‧健保憑證註記
‧末期病人
‧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永久植物人狀態
‧極重度失智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
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
決方法之情形
‧再確認程序
‧醫師執行善終意願
‧緩和醫療照顧

參考資料提供：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兼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主任孫效智教授。
楊玉欣前立法委員辦公室。
安寧照顧基金會
照片來源: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

3A病房 詹家綾護理師
98年進入職場，晃眼間我和新光這個大家庭
結緣已經九年了，還記得當初錄取時的喜悅和進入單位
工作的第一天，臨床教師對我說的話語：「學妹妳要加油喔!」，這一
幕幕畫面在我腦海中猶如昨日才發生般記憶猶新。
我常思考面對日新月異的護理環境，除了因多科別的照護而查閱
相關知識外，如何能增進自我的專業能力?對新進同仁我能給予的又有
什麼？所以我積極充實自我，除了選擇在職進修-就讀護理系碩士班、
參加各種專業護理課程訓練外，還參加護理部舉辦的護理領導管理訓
練並參與值班護理長工作。很多人問我「一邊工作還要一邊上課又參
與護理行政工作，不累嗎?」，答案當然是：會累。但是藉由唸書我結
識來自各家醫院的同學，我們一起熬夜打作業、互相分享彼此的工作
經驗，低潮時，相約外出談心、解憂，這份同甘共苦的情誼，讓我遇
見了一生難得的知己；面對行政工作，我永遠記得主管們勉勵我「發
生任何情形時，把它當作一次學習機會」，所以藉由每一次問題的解
決，我發現我的溝通技巧、問題處理能力進步了很多。當然，平常下
班後，拖著工作一天疲憊身軀回到家中，還要分配自己讀書的時間確
實不易。所以每天有一小時的休閒時間，藉以放鬆心情。現在我還參
加院內的社團-皮拉提斯運動，藉由伸展及汗水的揮灑，也是一個不錯
的紓壓方式，以前容易下背痛的症狀也改善許多。
護理工作一路走路，我正向面對每一次挑戰，
把握每一次學習的機會，今年很榮幸錄取護理部
第一屆儲備副護理長的甄選，期待未來護理這條
路自己能走的更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