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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模式演進 

（一）功能護理

民國40年初，隨著台灣醫療

系統的發展及病人照護品質的提

升，當時臨床護理的服務均採功

能性護理模式（Functional Nursing 

Model）。

（二）成組護理

於民國51年，周美玉主任

特派護理部時任郭馥琴督導赴美

研習，歸國後著力主導推行「成

組護理」照護模式（Team Nurs-

ing），將病房護理人員分成小組，

每組由護理人員、護理佐理員組

成，在一位小組長帶領下，依能

力及職責分工共同完成組內病人

的整體照顧。

（三）全責護理

民國70年王瑋主任聘任當時

極具美國全責護理推展經驗的蕭

金敏副主任，於民國71年9月特

別返國籌劃及專案推行「全責護

理」模式（Primary Nursing），即

每位病人自入院至出院都由一位

全責護士，當全責護士值夜班或

休假則由代責護士輪替負責與病

人共同擬定照護計畫，並執行其

所需要的護理活動，達成以病人

為中心的醫療目標；民國72年選

定37、38兩病房試辦施行，同年

舉辦「以護理行政理論推展全責

護理」研討會，發表台北榮總護

理部首推全責護理模式的成果，

當時與會者有省市公私立醫院護

理部科負責人200餘人，成功的

行銷了台北榮總優質的護理照護

成效。

（四）分區護理

民國92年依據榮總護理特

性發展分區護理模式（Modular 

Nursing Model），即將病房依地理

位置與護理站對應之位置劃分成

數區段，每一區由一位資深護理

人員負責，搭配資淺護理人員，

負責該區約15-18位病人的護理照

顧，每個月或2-6個月定期更換

每組護理人員，視病人情況及病

人數，做彈性人員調整及支援。

必要時跨區支援，此種照顧模式

可提供以病人為中心完整且連續

性照顧，增進護理人員工作滿意

度，提升專業能力，提高照顧品

質與直接照顧時數，節省時間及

成本，可謂兼具成組護理模式及

全責護理精神的理念。

（五）技術混合照護模式

民國94年因時勢趨勢，護

理部開始推行技術混合照護模式

（Skill-Mix Care Model），即運用

輔助人力（病患照顧服務員）與

臨床護理人員共同合作，提供

病人全方位的照護服務，病人

／家屬及護理人員之工作滿意度

皆提高，服務指標如感染率、

壓瘡率、跌倒率等均能維持相當

水準。台北榮總護理部在求新求

變、與時俱進下，領導國內護理

照護模式之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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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台北榮總創立之初所負

重大任務是照護為國出生入死參

與抗戰隨中央政府遷台的榮民弟

兄，以及政府公務機構歷任首長

的身體健康照護，與年度身體檢

查的任務。自民國54年起台北榮

總承接國家正、副元首健康照護

服務之重責大任，而組成官邸御

任醫療團隊並安排護理人員24小

時的護理照護。專勤護理人員先

後奉派服務蔣總統中正、蔣夫人

宋美齡、蔣總統經國與夫人、謝

副總統東閔先生、嚴總統家淦先

生、孫資政運璿先生等，曾參與

任務之護理人員達50餘人；在從

事專勤護理人員的資格甄選上，

不僅要具備心臟血管系統、呼吸

系統、新陳代謝系統、老人照護

之專業護理知識，更需具有熟練

之照護技能、醫療團隊協調合作

及緊急應變的能力，此外對國家

的忠誠、元首的隱私保護、專業

的形象更是必備條件，故甄選派

任之護理人員均是上選之人才。

此項專勤任務至民國95年2月15

日凌晨零時30分，孫資政運璿病

逝後，45餘年之專勤任務始告結

束。

專勤任務 

沙烏地醫療支援 

早年，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

拉伯王國建交，於外交、經貿上

均有密切合作，民國65年基於加

強中沙友誼之國策，由當時鄒濟

勳院長銜命赴沙國，磋商台北榮

總醫療援沙事宜，經由兩餘年之

蘊籌，於民國67年10月30日由

陽明醫學院時任韓偉院長代表台

北榮總，與沙國新吉達醫院莫院

長（Dr.Hamed Matabagani）完成簽

約手續，效期10年，正式開啟中

沙醫療合作的新紀元。

於民國67年10月本院援令成

立援沙工作執行小組，由時任盧

光舜副院長擔任組長，護理部王

瑋主任任執行秘書，負責策劃、

協調、執行援沙相關工作；復有

人事、會計、補給、秘書室等相

關單位共同參與研擬援沙調派原

則，且依沙國勞工法、人事規章

及考核辦法規劃醫師（含顧問、

主治醫師、住院醫師）、護士、

技術、行政四類人員之派遣作

業，並協助沙國新吉達醫院病歷

夾、廚房用品等醫療相關物品之

採購。民國68年4月首批人員開

跋赴沙，踏出中沙醫療支援作業

第一步，醫療包括針灸科、心臟

科、婦產科、外科、牙科、復健

科醫師等，護理則以具開刀房、

產房、病房和供應中心經驗之

護理人員至沙國醫院內擔任重要

主管職務，積極協助該院醫療護

理業務之推展；但因國情風俗不 ■ 何海珠護理長接受莫院長表揚

■ 張貞護理長（左二）與產婦Honaw 

Arrahmon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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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選派赴沙之護理同仁須經行

前訓練、阿語及英語訓練及國情

講習等。

民國68年6月17日新吉達醫

院舉行開幕典禮，台北榮總派遣

的工作人員已於4月陸續登沙完

成準備工作，且立即執行第一線

臨床醫療及護理工作。同時，「中

東健康雜誌」中沙國衛生部長更

明確表示當年沙國政府正積極與

我國醫療合作，實為受新吉達醫

院中沙合作成功之影響。此工作

不僅加強兩國友好關係，且可就

近為我駐沙之外交人員、工程人

員及僑胞們提供醫療服務，其意

義至為深遠。

台北榮總與沙國醫療支援作

業，開創了跨國醫療合作之先

例，拓展國民外交之先兵，駐沙

醫護技術同仁通力合作發揮團隊

精神之優異表現，獲得彼邦民眾

之信任及真摯之友誼，日、韓、

菲、泰等國使節，對我駐沙醫

療團之技術與服務精神皆頗有佳

評，同時也保障了我駐沙其他工

作同袍的醫療安全。自民國68年

4月至75年5月底，援沙醫療作

業共甄派365人前往：

■ 台北榮總與沙烏地醫療支援合作簽約

儀式，前排由左而右：韓偉院長，鄒

濟勳院長，莫院長，于俊副院長，

後排由左而右：王瑋主任，王石補主

任，張寶珠副主任

分類 醫    師 護 理 人 員 技術人員 行 政 人 員

合

計

職

稱

科
主
任
以
上

專
科
醫
師

住
院
醫
師

部
副
主
任

護
理
督
導

護
理
長

副
護
理
長

護
士
護
理
佐
理
員

醫
事
工
程
專
員
編
譯
廚
師

人數 3 31 20 2 2 15 22 194 8 53 5 1 2 7 365

在國際時勢的改變，政治

舞台的物換星移下，本院與沙烏

地阿拉伯的醫療合作計畫，至民

國75年已完成階段性的任務，

正式劃下句點。期間護理部派員

近250位護理人員加入援沙醫療

工作中，而遠赴異鄉工作的護理

伙伴，心手相連共創時局，成功

的完成國民外交之舉讓台灣優質

護理的名號打響在沙國，時任副

領隊張寶珠副主任回憶著說：我

駐沙同仁皆眷戀台灣，尤其想念

榮總工作，每位同仁均秉持在台

工作精神，執行援沙醫務合作任

務。10年之中發生了許多感人肺

腑、令人動容的故事，滋潤「沙

幫」的每一位工作同仁，開拓視

野、豐富人生，國民外交美名長

留沙國。

■ 沙烏地慶祝元旦晚會合影

■ 國慶晚會，李建賢副院長及護理人員

服裝秀（李副院長與四位美麗的嬪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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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立台中榮總

民國70年，在輔導會授命之

下台北榮總著手在台灣中部地區

籌辦台北榮民總醫院台中分院，

當時台北榮總護理部的中高階及

基層主管層級均參與台中分院護

理部的籌建與決策，包括時任王

瑋主任、郭馥琴副主任、薩琛

副主任、張寶珠副主任⋯等，

負責護理單位醫療相關設備採購

及護理人力配備，並委託甄選台

中分院護理部們的首批基層主管

以上的人選，儲備之主管人員即

刻派往台北榮總接受為期一個月

的職前訓練，當時主要幹部多數

以台北榮總現職人員南下支援，

如時任吳碧護理長、林若瑛護理

長、駱京壁副護理長、李碧華副

護理長、黃桂枝護理師、陳美

華護理師⋯⋯等人，部分幹部公

開招募，而為因應主管的快速培

育行政訓練，邀請專家學者講授

溝通、領導、統御、管理、裝

備、人力⋯⋯等專業課程。

當年，適逢台中分院正大興

土木籌建階段，但極須經驗豐富

的領導人才參與各部會的籌設與

規劃，尤其是護理部的主任人選

更是籌建過程中的靈魂人物。當

時靳曾珍麗時任中國醫藥學院附

設醫院擔任護理部主任一職，以

她豐碩的護理資歷毫不猶豫的被

負責總策畫的台北榮總領導高層

視為當然人選之一，而當時的她

也意興風發的表示，既身為榮民

更是義不容辭為榮民醫院系統盡

一份心力，而用心投入台中分院

的籌備工作，且台中台北往返奔

波8個月之久。

民國71年7月台北榮總台中

分院在眾所矚目下正式開幕，提

供台灣中部地區榮民與一般民眾

的醫療健康服務。時任台中分院

護理部第一任主任靳曾麗珍對當

初籌建過程中的一步一腳印，她

語重心長的說：「護理是一件不容

易做的事，若遇到瓶頸過不去，

就沒機會了！」「感謝台北榮總當

時各部科的大力支援，凡屬他們

的能力範圍皆全力以赴，台中分

院的初期階段，包含制度的建立

能夠在短期內順利完成，台北榮

總實功不可沒。對護理部而言，

當時所需的各類供應品，幾乎都

由台北榮總供應中心搬來，而病

房所需的窗簾、棉被、床單⋯⋯

每一樣皆是護理部的工作，雜務

多又繁重，有台北榮總各級主管

相繼加入工作陣容，確實有如神

力助陣，讓台中分院護理部瞬時

成長茁壯。期間，當時的鄒院長

也常南下台中分院關心我們。」

台北榮總台中分院成立後於民國

77年通過準醫學中心評鑑，而改

制為台中榮民總醫院，而台北榮

總與台中榮總的護理部因出於同

根，向以「姐妹」相稱，且經年

兩大部有密切關係，院際合作分

享臨床護理的各項成果，台北榮

總建立的規模典範，無私的傳承

予台中榮總，人才培育的成果互

相交流，使兩院護理部在台北、

台中醫療排名中各據山頭，共同

創造護理的佳績。

台中、高雄榮總及榮民醫療體系創立與整合

■ 台北榮總台中分院（台中榮總前身） 

首任護理部主任—靳曾珍麗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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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立高雄榮總

民國77年台中榮總薩琛副

主任銜命為台北榮總高雄分院護

理部主任，負責高雄分院創建工

作。同時，台北榮總護理部王瑋

主任指派當時陳玉枝督導長做全

程護理單位規劃負責及協調人，

力求高雄分院的護理業務能夠順

利推動，以及負責護理人員的培

訓作業。於民國79年6月率第一

批台北榮總護理部支援先鋒部隊

南下高雄進駐，10月31日開幕。

民國80年6月通過教學醫院資格

認定，民國82年1月經衛生署評

鑑為醫學中心，同年7月升格為

高雄榮民總醫院，也正式脫離台

北榮民總醫院分院之頭銜。

高雄榮民總醫院首任護理部

薩琛主任，她回憶到：當初北

榮、中榮共支援派調約有260名

之護理人力，進駐高雄分院，為

護理專業打下根基，而爾後有晉

升為督導長、護理長、副護理

長、護理師，這些人力中各個

均有專科的專長特性，例如：急

診、門診、加護病房、手術室、

恢復室、洗腎室、感管師、產兒

科、骨科、精神科、供應中心、

內外科病房等等；台北榮總在民

國78年11月至12月特為高雄分

院開辦 ICU護理訓練，約有38位

學員，時任護理館陳谷萍護理長

隨之調任高雄分院護理督導，負

責教育訓練業務。另高雄榮總籌

建的元老溫如玉護理長提及：高

雄榮總建院之初，王瑋主任率團

至高雄分院關心籌備的進度並予

籌備人員慰問與支持，鄭院長更

是充分授權，所有護理人事招

募、派用均全權由薩琛主任決

定，因此護理業務得順利推展。

至今，高雄榮總提供南部地區榮

民、榮眷及一般民眾最佳之醫療

服務與照顧，深獲社會大眾之佳

評。

（三）榮民醫療體系整合作業

為達醫療機構資源共享、精

簡服務流程、降低營運成本，

使醫院在自給自足條件下永續經

營，提升整合後醫療服務之可近

性、有效性及可接受性，輔導會

自民國97年著手進行榮民醫療體

系整合作業。首先，民國98年10

月將台灣北、中、南地區各級醫

療機構區劃分為三區塊，分別成

■ 台北榮總高雄分院（高雄榮總前身） 

首任護理部主任—薩琛主任

■ 王瑋主任率團至高榮慰問籌備之護理人員

■ 台北榮總王瑋主任（左）、台中榮總曾

珍麗主任（中）、高雄榮總薩琛主任合

影（民國80年）

■ 高雄榮總開幕典禮 

護理部薩琛主任授獎（民國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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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北、中、南部「區域管理會」，

三所總院同時進行與其他榮院之

垂直整合，指導區域內榮院並支

援轄區榮家保健組，採「單位保

留、功能整合」原則規劃。以「先

水平、再垂直」兩階段性建構「整

合性醫療照護體系」。台北榮總護

理部為北部區域管理會護理組垂

直整合之主導醫院，依整合執行

計畫中設定目標，定期與各榮院

進行視訊會議，每季進行檢核及

改進。第一階段為水平整合，即

分別由員山與蘇澳、玉里與鳳林

榮院成立「地區管理會」；第二階

段為垂直整合：分別將宜蘭、花

東地區之榮院收編為台北榮總的

分院；最後，配合行政院組織再

造進行組織修編併案辦理。預計

民國100年台北榮總宜蘭分院成

立（含蘇澳、員山院區），且配合

醫院規劃蘇澳院區成為總院神經

再造與腦中風等之優質後續照護

醫院，員山院區成為精神科及長

期照護之標竿醫院。整合工作年

度計劃內容包括有1. 教學課程交

流與分享，提供各榮院參加台北

榮總面授教學，增開數位自習課

程及視訊教學計劃；2. 教學師資

相互支援，以因應各榮院需求；

3. 標竿學習與參訪，即依計劃辦

理相關護理業務參訪活動及主管

訓練營；4. 聯合舉辦研討會，依

年度計劃辦理護理研究、護理專

案發表會及慶祝護士節期間之海

報展示。

■ 榮民醫療體系經營整合北部區域管理

委員會護理組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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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療機構及教學醫院評鑑

「醫院評鑑（Hospital Accredi-

tation）」是一個嘗試藉由評估及認

證醫療組織（Health Care Organi-

zations; HCOs）來界定及增進醫

療行為的制度。我國自民國67年

由衛生署首次舉辦，且成為亞洲

地區第一個辦理醫院評鑑的國家

（世界排名第4個），當時乃由教

育部會同衛生署共同辦理，其目

的為醫學生提供指定合格之實習

場所，也是國內醫療界「同儕審

查制度（Peer Review）」之先趨。

民國68年起陸續辦理各項業務考

核及特殊醫療作業訪查，且試辦

第一次公立醫院實地評鑑業務，

於民國70始每2年評鑑一次，本

院均被評定為一級教學醫院；民

國77年改為每兩年醫院評鑑且區

分為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

醫院、地區教學醫院、以及專科

教學醫院等級，本院則獲得評定

為醫學中心。醫學中心實地業務

評鑑分組達7、8組，包括學理

組、內外科組、外科組、精神科

組、加護組、急診組、放射組、

護理組及教學組等。護理部時任

醫療照護的評鑑制度

王瑋主任是規劃國內護理評鑑的

開拓者，主導訂定評鑑標準及評

量表，當時各項標準均以本院為

標竿；護理評鑑區分為護理作業

及護理教學兩大部份，護理作業

包括人力配置、設備設施、護

理品質、福利制度等。教學則包

括護理人員的成長、教育訓練及

護生實習安排與評值與研究成果

等。

近年來，醫院評鑑制度不斷

的精進及改變，從舊制轉變為新

制評鑑，其中將評鑑標準及評量

項目做大幅度的改變，本院護理

部多位主管亦獲聘為評鑑委員，

包括尹祚芊主任、陳玉枝副主

任、蔡欣玲副主任、馮容莊副主

任、汪蘋副主任、謝佑珊督導

長、陳美碧督導長，參與委員

人數增加，對評鑑政策即具有相

當影響力。民國96年開始新制醫

院評鑑，將評鑑類別統整為醫療

組、護理組和管理組三大領域；

以醫療品質及醫療服務的成效為

評核的標的。於民國96年本院接

受首次新制醫院評鑑，在準備評

鑑的過程中，護理部展現出有計

■ 民國71年教學醫院評鑑

■ 民國82年醫院評鑑

■ 民國83年醫院評鑑 ■ 民國93年醫院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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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性及團隊合作，成立工作小組

針對155項評量項目逐條導讀，

瞭解其評鑑重點意涵，依副主任

業務職掌劃分，再下分督導長負

責的項目，除了準備評鑑資料卷

夾外，也須負責與其他部門之溝

通協調，如工務室、營養部、

醫品中心、總務室⋯⋯等；半年

期間安排近20次的模擬評鑑演

練，由副主任、督導長組成評鑑

委員，每週以抽籤方式決定評鑑

單位，評鑑委員給予的指正均確

實記錄且追蹤改善，且模擬評鑑

過程均開放非受評單位的觀摩學

習，另各單位在臨床護理操作與

技能也一再的練習及討論，遂將

評鑑的衝擊內化於平日的照護工

作中且展現平常心，最後贏得優

等的評鑑成績。

（二）居家護理評鑑

民 國85年6月10日 成 立 台

北榮總附設居家護理所，並向台

北市衛生局申請「護理機構開業

登記核與護理人員法規」，於民

國88年開始接受衛生局護理機構

考核，評鑑評分項目包括：1.執

業能力：含長期照訓練及健康

檢查；2.機構管理：包括感染控

制、安全管理及照護品質；3.個

案權益；4.加減分項目等32項。

評鑑方式以督考委員的現場訪

談，及必要時委員會依病歷紀錄

內容，電話訪談個案及家屬有關

護理師提供服務狀況等，本院均

獲得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評比為優

良單位，肯定了本院居家護理人

員對廣大社區民眾提供的優質照

護服務。

（三）母嬰親善醫院認證

近年來，台灣因為生育子女

數減少，社會期望提高，生產

經驗也有所改變；產婦在待產期

間，家人及配偶不再願意被屏棄

於待產室外，希望陪伴產婦度過

艱辛的待產過程；不但配偶欲參

與生產過程的意願逐漸增加，同

時準父親的角色扮演在懷孕期、

生產期、產後期逐漸突顯；也對

現行的產後母嬰分離照護方式提

出質疑。而當時在產科及新生兒

單位工作數年的護理人員，都

感受到這領域的護理工作已有大

幅度改變，婦嬰護理人員所負的

責任已較25年前的護理人員要

多出許多，因為在護理實務中已

很少是以任務為導向（Task Ori-

ented），而是以致力於滿足產婦及

其家庭在生育期間的需求為主要

的特定目標為提供產後母親與新

生兒最切實的護理照顧，並提高

產婦育嬰、母乳哺餵能力，於民

國79年10月成立親子同室護理，

民國88年參與台北市衛生局推動

準爸爸陪產制度，制訂宣導單張

與標準作業流程，施行以來，每

月陪產率在70~80%，為全國各

醫院在此項推展計劃中表現卓著

之醫院；同時準爸爸經陪產制度

之後，更能積極協助婦女度過生

產過程，營造美好的夫妻關係。

民國87行政院衛生署委託台中市

衛生局試辦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

證計劃，民國88年台北市政府衛

生局先行試辦，民國89年台北市

衛生局首次辦理認證作業，民國

90年改由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委託台灣婦產科醫學會辦理

■ 民國96年新制醫學中心評鑑

■ 民國96年新制醫學中心教學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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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評鑑，至

民國96年開始改由委託財團法人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辦理

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評鑑，本

院獲得多次認證通過。

（四）癌症診療品質認證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自2001年

10月起，補助每年新診斷癌症

個案達500例以上之醫療機構成

立癌症防治中心。第一階段2001

年10月至 2004年12月共補助17

家醫院，第二階段2005年1月至

2007年12月擴大補助27家醫院

執行「癌症防治中心 -全面提升癌

症診療品質計畫」，協助醫院推動

癌症多專科團隊診療照護模式，

並建立癌症期別、診斷治療與追

蹤之資料庫，改善國內癌症診療

品質。內容包含：

1. 解剖病理品質的提升，設定病

理危機值通報、院內病理暨細

胞再覆閱機制、解剖病理報

告格式制定暨資料庫化及多項

工作標準化作業制定等四大方

向。

2. 多專科團隊運作及治療指引監

測機制，定期修訂治療指引，

並透過團隊會議及電腦處方管

控，逐一確認病人之期別並查

核是否依循治療指引，未能遵

循治療指引之醫師強制退出癌

症治療團隊。

3. 推動「治療計畫書」，新癌症病

例於開始治療前（含手術、化

療、放療），醫師必須填寫該計

畫書並送多專科團隊醫療討論

會，經團隊負責人核准後方得

進行，以確保癌症病人之診療

品質。

4. 腫瘤個案管理師，利用整合資

源的方式，從衛教、關懷、追

蹤到跨科別的溝通協調，提供

病人連續性的照護。

2008年起國民健康局推動

「癌症診療品質認證」，經認證

合格之醫院，資格有效期間為3

年，認證結果為Ａ級之醫院，資

格有效期間為4年，期滿需重新

申請認證，其結果衛生署國民健

康局將公佈於網路上供民眾參考

及查詢，期藉由癌症診療品質認

證，確保醫院提供優質的癌症診

斷與治療服務。

本部陳美碧、白玉珠督導長

受聘為癌症診療品質認證評鑑委

員，參與制訂評鑑標準及協助本

部相關作業標準之制定，如「化

學藥物治療標準作業規範」、「放

射線治療之照護原則」等，其內

容包含安全防護、藥物外滲與外

濺之預防與處理、廢棄物處理與

免疫不全病人之照護原則；依癌

症專科特性制訂品質監控指標，

並落實執行監測，再依未達閾值

之稽核項目檢討，並擬定改善措

施、評值改善成效及繼續追蹤。

每年均將品質監測項目、過程紀

錄及改善結果陳報部品管追蹤。

民國97年於國建局首次舉辦的認

證評比中本院獲A級殊榮。

■ 民國94年6月6日台北市衛生局至本

院督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