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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照顧國軍退除役袍澤

及其眷屬就醫，特於民國45年籌

設台北榮民總醫院，民國47年7

月1日成立，民國48年11月1日

正式開幕，首任院長為盧致德博

士，病床數約有600餘張，內含

9個一級醫療單位，即門診部、

內科部、外科部、結核病部、物

理醫學部、放射線部、檢驗部、

護理部、藥劑部，以及8個行政

支援單位。民國48年行政院核定

為國防醫學院之教學醫院，並接

受護理系及台北護理專科學校之

護生實習，民國68年經評鑑為

國家一級教學醫院。同年，台北

榮民總醫院奉核更新計劃，病床

擴展至2,737張，初以服務退除

役官兵為主，後來逐步開放並提

供勞、漁、農保病人及一般民眾

醫療服務，成為全民就醫之醫學

中心。當時設置至今每日門診由

200餘人增加至10000人次，床位

3000餘張，員工數達5000餘人。

台北榮總的50年也是榮總護理的

50年，一路相輔走過半個世紀，

歡欣鼓舞慶祝院慶50週年，讓身

為台北榮總護理人的我們緬懷過

去、掌握現在、開創未來。護理

人員工作範圍廣闊，歷年來，台

北榮總護理部始終秉持的護理理

念為：

1. 促進、維護、尊重民眾健康

創立

為首要職責，尊重民眾健康權

益。

2. 提供以病人為中心之高品質護

理服務。

3. 鼓勵病人與家屬參與護理計畫

的擬定、執行與評估。

4. 培養術德兼具之護理人員，要

求同仁不斷充實專業知能並培

養高超的護理倫理觀。

5. 主張不斷的研究發展創新，

做為提供高品質護理服務之基

礎。

6. 重視與其它醫療機構之交流，

並支援協助偏遠地區之護理專

業發展。

7. 強調建教合作，落實教育訓練

工作。

8. 把握全人、全程、全家、全

隊、全社區之五全健康而努

力。

其中病人之照護由「成組護

理」，至民國71年推展「全責護

理」，現今是以全責護理之精神

執行以病人為中心之照護模式，

這期間歷經周美玉主任、王瑋主

任、尹祚芊主任之勵精圖治到現

任之陳玉枝主任之發揚光大，不

論是護理人力資源開發、護理教

育、護理研究、護理品管等各方

面，不僅在國內居於護理專業之

首位，更在國際護理舞台上展現

出亮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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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榮總成立之初即設立

「護理部」掌管各項護理業務，

組織架構隨醫院臨床業務不斷拓

展，人員配置逐漸擴編，本部

預算員額設有主任1名、副主任

4名、督導長19名、護理長75

名、副護理長95名、護理師800

餘名、護士1000餘名、契約護

理（含契約門診護理）約430名，

共計約2300餘人，分派於117個

病室及各特殊單位，另配合院務

支援醫療品質管理中心、醫院感

染控制室、白血病研究小組、胃

鏡室、心導管室、器官移官等各

臨床單位。並為推展各項業務，

設有護理人力資源、護理品質管

理、護理教育、護理研究發展四

大委員會推動及規劃相關業務；

台北榮總護理部因組織龐大、人

員眾多、業務繁重，管轄範圍弗

遠、故素有「榮總第一大部」之

美譽。

組織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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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美玉，民國前2年生於浙

江省慈谿縣，北平協和醫學院護

理學校護理科畢業，美國麻省

理工學院公共衛生及衛生教育碩

士、哥倫比亞大學護理教育碩

士。創辦國防醫院護理系、曾任

護理系主任，民國47年7月1日

任台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主任，

至民國65年7月16日退休，轉任

護理部顧問，直至民國90年3月

13日病逝，享年93歲。

周美玉主任開創護理部的先

河暨奠定護理基礎作業，建立各

項護理管理、教育、行政相關制

度，周主任非常重視護理人員之

教育訓練，由於當時物質缺乏，

周主任透過國防醫學院接受美國

紐約中華醫學教育理事會捐贈美

金5萬元，於台北榮總荷花池塘

旁興建造了護理館，做為護理人

員在職教育專用教室，為台灣醫

療機構內首創擁有專屬護理人員

教育訓練的場所，使新進人員可

於護理館示範教室中重點演練各

項護理技術。周主任亦特別重視

倫理及人文素養之培訓，代領著

同仁利用休假前往婦女聯合會協

助縫補、車衣等軍服製作工作，

不論是職場內外，均將南丁格爾

之犧牲奉獻發揮到極致。

歷任主任事蹟

第一任	周美玉主任

	 任期：民國47年7月1日至民國65年7月16日

第二任	王　瑋主任

	 任期：民國65年9月1日至民國87年7月10日

王瑋，民國22年生於河北省

任邱縣，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畢

業，美國西儲大學護理學院護理

系及研究所畢業，民國65年9月

1日至87年7月10日任台北榮民

總醫院護理部主任，退休後續任

護理部顧問至今。

王主任任內推動了長達10年

的沙國新吉達醫院合作，拓展國

際臨床護理業務交流，如南非加

護護理、法國手術室護理，結

合陽明大學、美國西雅圖太平洋

大學及台北榮院推動泛文化護理

交流，於台灣醫療機構中首創全

責護理模式、建構完整護理品管

制度，積極建立臨床護理研究及

創立榮總護理雜誌等；另籌備及

創立陽明醫學院（陽明大學前身）

護理學系，參與台灣醫療機構評

鑑制度的建立，研發護理評鑑基

準，籌備台中榮院（民國75年）

及高雄榮院（民國79年）護理業

務及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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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祚芊，民國37年生於四川

省，國防醫學院護理系畢業，國

防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美國韋恩州立大學公衛護理碩

士，美國密西根大學哲學博士。

曾任國防醫學院護理系副教授、

三軍總醫院護理主任、陽明大學

社區護理研究所所長、台灣省政

府省政委員，民國87年7月21日

至民國97年12月3日任台北榮民

總醫院護理部主任，現榮任監察

委員。

尹主任於10年任期間，積

極推動多元化專業角色功能，如

專科護理師、個案管理師、傷

造口護理師、安寧共同照護護理

師、手術專責護理師等，推動基

層護理人員進階制度，辦理護理

單位觀摩活動，建構技術混合照

護模式，研擬病患照顧服務員制

度及引進輔助人力，推展管理性

健康照護模式，建構護理部全球

資訊網，致力於護理專業與國際

接軌，爭取護理人員正向工作環

境，積極推動磁性醫院的照護概

念等；此外，於尹主任任內亦成

功完成921災後護理救援及復健

服務、研擬與落實SARS防疫策

略、親訪關懷四川大地震災區；

尹祚芊主任任內同時擔任護理師

（士）全國聯合會理事長，為維

護護理人員之權力與福利不遺餘

力，是護理專業團體的領航人。

此外，尹主任非常重視基層人員

的福利與權益，每天在完成一天

的公務後，常常在晚上6、7點之

後還巡視病房，看望值晚班的工

作同仁，每年的除夕與初一、中

秋節一定代領著護理部副主任及

督導長們，到每一個病房發紅包

及月餅，以慰問值班人員，也建

置護理部電子信箱，親自主持新

進人員（三個月）與離職人員座談

會，以充分展現對基層護理人員

的重視與關懷。

第三任	尹祚芊主任

	 任期：民國87年7月21日至民國97年12月3日

第四任	陳玉枝主任

	 任期：民國97年12月3日迄今

陳玉枝，民國36年生於台灣

省，省立台中護理助產職業學校

畢業，省立台北護理專科學校、

台中中山醫學院護理系、美國杜

貝克大學研究碩士、美國南卡羅

萊納大學醫療管理博士。曾借調

行政院衛生署署立宜蘭醫院副院

長、行政院輔導會第六處副處長

等職務。民國97年12月3日任命

護理部主任迄今。

陳主任任職一年多來亦積極

拓展護理專業角色，先後矗立個

案管理師與手術專責護理師、推

動護理資訊、癌症實驗病房、高

齡病房的籌建等，致力護理專業

國際化，爭取同仁赴美、德、英

短期進修，也廣納國際護理人員

來院訓練、觀摩、參訪，更親

率同仁參與國際護理研究論文發

表；民國98年創刊了『天使馨傳』

報刊，為榮總護理開拓了另一片

心靈園地。讓天使馨香傳千里，

白衣芳蹤暖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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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願景：成為優質護理，病人所愛，磁性職場，天使所願的全國護理標竿醫院

（二）	任務：護理服務、護理教育、護理研究

（三）		宗旨：建構磁性薈菁英，五全護理創健康

（四）目標

1. 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安全優質護理

2. 培育國際護理菁英，發展先進護理研究

3. 擴展護理領域及護理角色功能、活化管理

4. 營造多元、創意、開放、人性化的組織，以建立磁性醫院

願景、任務、宗旨、目標、護理標誌

1. 天使之翼－民國88年9月1日        

設計者：劉世芬護理師

 蘊意：傾聽生命能量的互動，實踐真理價值的奧祕，成就存在意義的寬容。

（五）護理標誌的演進及意義

2. 展翅飛翔的護理專業－民國95年 

設計者：劉世芬護理師

 蘊意： 雙羽翼代表護理人愛好和平具有高度愛心，有如天使般展現大愛服務

人間，翱翔天空，追求真善美的工作∼護理；火炬代表護理工作中熱

忱的燃燒，也代表傳承猶如聖火傳遞之精神，另倒過來看是“倒立的

心型”意指從事護理工作一定要“心到”，要用心耕耘護理的園地，有

心則凡事可成功。

■ 台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主管人員合影（民國97年11月）



3. SMART－民國98年3月 

設計者：梁珮娟護理師

 蘊意：天上的天使有著溫馨的

翅膀，展開雙翼，撫平創痛的

心靈，而人間的白衣天使有著

輕柔的雙手，擁抱生命，護慰

受傷的身心，以真誠慈悲，傳

承愛的光熱與照護之美，共譜

SMART的護理樂章。

S：Support 扶持鼓舞

M：Mentor 賢能良師

A：Autonomy 專業自主

R：Respect 相互尊重

T：Teamwork 合作團隊

SMART分 別 為S（support） 

代表北榮充滿扶持鼓舞的氛圍，

主管與部屬、同事間的支持，

如主任親自與新進三個月同仁座

談，退休護理長擔任守護天使的

志工，與同仁分享過往經驗有助

留任，安排到職一年學姐、學弟

傳授記憶猶新的適應心得、住院

同仁及家屬的慰問、中秋節及春

節慰勞當班同仁；護理人員對病

人及家屬的關懷，送住院病人生

日卡及祝福等，護理人員對病人

及家屬彼此的支持協助。 M（men-

tor）有賢能良師的引導，護生的

培育、臨床指導師採一對一的帶

領新人、進階護理培訓，如加護

護理訓練、腫瘤護理訓練，國際

護理交流講授、參訪及進修，造

就精英人才。A（autonomy）專業

自主的傳承，自主性，如人力規

劃與開發、創新管理制度；臨床

護理自主計劃、執行與評值，

如出院計劃轉銜服務、個案管理

的追蹤等，均具專業獨立判斷與

處理的自主能力。R（respect）相

互尊重的氣度，與醫事人員及行

政支援單位，建立良好的溝通協

調管道，營造圓熟的夥伴關係。

T（teamwork）合作團隊的精神，

建構跨專業團隊的合作模式，如

專科護理師執業模式，由主治醫

師、住院醫師、實習醫師及專科

護理師共同組成，分工合作相輔

相成，發揮團隊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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