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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行政管理 

（一）�積極參與醫院硬體整建

計劃

台北榮總自民國48年至民國

98年創立50年，因著社會的變

遷，醫療環境的改變，人們健康

需求的提升，在軟硬體建設上不

斷的精進，從600餘床的區域型

機構逐步擴充為3000床的醫學中

心，歷經病房的整建、重建、驗

收、搬遷，從空間的規劃設計及

工作流程的再造，每一個細節均

須護理人員的參與及把關。

台北榮民總醫院創建於民國

48年，初設病床600床，成立之

時以收治榮民及榮眷為主，每日

門診量僅200餘人次，當時榮民

睡的病房是以木板隔間的50人大

通舖，康復後轉到榮譽國民之家

〈榮家〉休養。民國51年，中央

信託開辦中央公務人員醫療保險

制度〈公保〉，函請榮總開放公務

人員就醫。榮總配合改建將部份

大通舖式病房改為雙人或單人公

保病房，並裝設冷氣、抽水馬桶

設備，24小時供應熱水，在50

年代初期的台灣，這樣的設備堪

稱「豪華」病房。民國58年，除

榮民、公保外，台北榮總也開放

勞保、一般民眾就醫，且同年興

建樓高12層的中正大樓〈今日的

思源樓〉，當時病床增至900床，

每日門診達1500人次；民國66

年第二門診大樓完工啟用，原樓

高6層的建築物於民國72年因門

診人次增多而加蓋7、8樓；民國

73~77年為更新計劃第二期，拆

除中央大樓，改建成綜合醫療大

樓〈今日的中正樓〉，採國際標準

現代醫院設施，興建動力中心及

附屬工程；民國74年5月位於中

正樓後方樓高10層的綜合大樓完

工，定名為「長青樓」，依其名收

住退役將官及一般暨癌症病患，

並設有復健治療室；民國78年10

月新中正大樓落成，中正樓為本

院最重要建築物，天母、北投地

區的地標，耗資新臺幣75億8千

萬元，為地上24層、地下3層

之SRC構造，頂樓設直升機停機

坪，以備緊急救護之需；中正樓

的病房設計更是人性化，所有病

人使用的空間均有大型觀景窗，

同時，早在國內環保意識還不普

遍的年代，中正樓的廁所就以節

能減碳為主要設計，全部廁所都

能接收到自然光線及對外窗，避

免廁所因為通風不良、日照不足

有霉味，也因為這個構想，讓中

正樓外觀不同於國內其他醫學中

心，看起來比較活潑有變化，且

能符合現代醫療需求，由原來的

■	參與式管理—新進人員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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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床擴充到目前近3000床。雖

然病床數不斷增加，但對病人照

護並沒有因病床的增加而壓縮病

人的使用空間，這完全歸功於當

初堅守尊重人性的設計。而近十

年病房的重建擴建計劃包括有：

1. 民國88年成立呼吸加護中心，

病床數36床。

2. 民國89年改建冠狀動脈加護中

心，增加病床7床，於民國89

年12月啟用，業務推展順利。

3. 民國91年成立腫瘤病房及神經

再生病房；

⑴ 長青樓病房依腫瘤科病人的

特性及照護需求，將長青樓

慢性病房改建為腫瘤科病房

（C049、C059、C069、C079）

及C019腫瘤門診與輸血中

心。

⑵ 鑑於神經損傷病人需求設立

神經重建病房N026（34床），

後因病床數不敷使用，待床

數量多，故於民國94年規劃

增建24床之N025病房，故

於民國96年2月底完工，該

病房設備採無障礙活動空間

設計，色彩與燈光明亮而溫

馨。

4. 民國92年擴增洗腎室及因應

SARS增建感染防護硬體設備

⑴ 洗腎室於民國92年底本部

配合腎臟科之洗腎室擴建計

劃，由原36床增為51床，

積極協助收集相關資料、設

備採購、病房設計規劃等作

業。

⑵ SARS負壓病房之整建

 民國92年初逢SARS大流行，

為配合政府抗SARS之醫療

政策，本院於民國92年4月

間完成長青樓C019、C049、

C059、C059、C069、C079、

C089 SARS隔離負壓病房，

以及感染科（A061）病房與胸

腔科A144病房重修，共計設

置負壓病床79床，其中包括

SARS CU 12床，其專門收治

SARS病重危急病人之照護。

SARS負壓病房採行嚴格之傳

染感染控制之全套防護，作

業流程、路線管控之病房設

計，除採負壓單人房，另每

床均配置生命徵象監視器，

以隨時提供醫護人員最快速

的照護與管控。

⑶ SARS發燒篩檢中心之設置

 於民國92年5月下旬為加

強SARS發燒病人之入院篩

檢，於思源樓、長青樓間停

車場搭建健發燒篩檢中心，

其中具兩間診療室、X-光照

像室、檢驗室，以及六間觀

察室，此發燒篩檢中心於後

SARS期間一直持續運作至民

國93年初。

⑷ 設置發燒觀察病房及中途隔

離病房

 為能夠分級處理SARS病人

之醫療照護，分別設置發燒

觀察病房、新住院觀察病房

及中途隔離病房。於SARS

民國92年5~8月期間，新入

院病人若有發燒現象，且已

排除是SARS者，暫先住入

「發燒觀察病房」經檢驗結

果為陰性，體溫下降再予轉

專科病房治療；新入院病人

無發燒情形，則先暫入「新



住院觀察病房」三天，若無

發燒再轉專科病房治療；當

SARS病人完成治療過程、

檢驗均為陰性，但仍有其他

內科疾病暫不宜出院者，則

轉入「中途隔離病房」持續治

療。上述三類等級病房均採

行全套防護措施，以嚴加防

疫作業。

⑸ 一般隔離病房及負壓隔離病

房的重整

 為因應新興傳染病的發生，

醫療衛生政策的推動且本院

為衛生署指定之「傳染隔離

治療指定醫院」，本院之負壓

病房經核被衛生局確認共計

23床：A061病房第1~7床、

A094病房第11床、A144病

房第1~18床，另C099原負

壓隔離病房於SARS後歸屬

為胸腔科專科病房，仍維持

負壓隔離相關配置，以應不

時之需。

5. 民國96年增設碘 -131同位素病

房E005；病房成立於民國96

年7月16日，成立目的主要為

高劑量碘131同位素治療甲狀

腺癌，因具有高輻射性，治療

期間病人必須隔離於水泥混合

鉛版建築之病室內，以維護輻

射安全。此病房的特性為頭等

床2床、護理人員3人、採全

責護理模式，醫療團對成員除

醫護人員外，受有輻射防護安

全師等提供服務；病房設計人

性化，無論在設備、舒適性、

個人隱私等均具有VIP等級感

受，病人於治療期間須隔離於

水泥混合鉛版病室內，為維護

輻射安全防護措施，採用新穎

的視訊設備，利於工作人員觀

察並提供良好的溝通與支持，

亦方便家屬探視時使用。

6. 民國97年體檢病房重建；配合

體 檢 部 將A151、A152、A153

的硬體設施重建，增加體檢床

位共54床，並重新規劃體檢流

程，以提高檢診的時效性與人

性化的照顧品質。為配合健康

個案管理模式的推展，健檢病

房護理同仁亦積極建置健檢個

案之資料與資訊應用系統。

7. 民國98年成立呼吸照護中心及

新藥實驗病房；

⑴ 原B058病房48床（含綜合病

房—感染科、毒物科、家醫

科），為因應全院使用呼吸

器病人照護需求及提高脫離

成功率，於民國98年改建為

呼吸照護中心 （RCC） 16床

及B058呼吸器專責病房 （20

床）。

⑵ 依據本院醫療科技發展藍

圖，醫學科技大樓三樓內設

門診區，新藥臨床試驗中心

（GCRC）實驗病房、隔離病

房等共14床。新建工程於民

國98年5月竣工驗收，11月

正式啟用收住病人，提供符

合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之

優質照護服務。平日無臨床

試驗個案時開放10床收治腫

瘤科檢查或短期化療住院病

人，以營造服務量。

8. 民國99年成立高齡醫學病房；

配合輔導會政策授予本院辦理

高齡病人照護以發展高齡醫學

政策，民國97年4月開始整建

榮總護理半世紀的榮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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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樓籌設「高齡醫學病房」，

除了環境設施上特別考量長者

之需求外，「以病人為中心」的

跨領域專業健康照護模式，提

供「多重疾病」、「單一窗口」

的整合性醫療照護。家庭醫學

部規劃長青樓設置高齡醫學整

合門診，2~3樓為高齡醫學病

房，每樓層25床共計50床，工

程於民國98年7月竣工，民國

99年3月開始收住病人。

（二）建立護理績效制度

為激勵員工提升績效表現，

使護理人員具向心力，落實不同

工不同酬的概念，由護理部人事

副主任、護理督導長、單位護

理長組成專案研擬小組，經過研

擬、試算、宣導、實施、評值五

步驟，逐步進行護理績效計算。

自民國88年始先由護理部較具績

效的單位如手術室、急診、洗腎

室推動，次（89）年開始推動於

一般病房及加護單位，總共76個

單位。民國90年著手研擬護理部

門診、供應中心、體檢病房、產

房、嬰兒房、恢復室等特殊單位

護理績效制度，另將本部之病房

助理員與護理佐裡員列入績效考

評。民國91年開始規劃護理督導

長之績效評核，經護理部內部研

擬及績效組試算定案，擬於民國

92年一月始護理督導長納入績效

制度。至民國93年底護理部近兩

千餘人均已進入績效制度之中，

可謂是推動與執行績效制最具成

效的單位。

（三）�推動病患照顧服務員管

理制度

民國92年台北榮總「病患照

顧服務員」由輔導會進駐榮服陪

病中心獨家經營模式改為委外經

營模式，護理部為業管部門，依

採購法以最有利標招標評選符合

資格之合約機構兩家承攬業務，

以每2~3年簽訂合約，得續約

1~2年。護理部組成「病患照顧

勞務輔導小組」，負責規劃、協

調、監督業務，並研擬團體病服

員，義務病患照顧服務員及病房

公僱等作業規範，另規劃病患服

務員工作之品質監控指標及病患

滿意度調查等。歷年中，本院均

接受台北市衛生局及輔導會督考

作業，針對本部「病患照顧服務

員」作業狀況特別稱許。為有效

運用病患照顧服務合約機構回饋

義務班，且充分發揮一對多團體

義務服務員之功能，以紓解護理

人員工作負荷，使護理人員能投

入更多時間在臨床病人之直接照

顧及護理指導。各護理單位可依

單身榮民病人且無陪伴病人數、

日常協助活動量、使用呼吸器人

數、單位護理人員缺額等因素，

每月申請「團體義務照顧服務員」

班次。年度運用病患照顧服務員

之回饋班次約為8200餘人日班，

其中個人義務班500餘班，團體

義務班7700餘班，平均每月運用

600餘班。

■	護理人員與病患照顧服務員共同執行

病人身體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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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實護生志工制度

為擴展在校護理學生服務層

面並降低畢業學生進入職場之現

實休克（Reality Shock），達到臨

床實務與人力資源相互結合，自

民國91年起，護理部與各建教合

作護理院校之就業輔導組聯合，

建立護生志工之服務管道。依「護

生志工管理規則」提供國防、陽

明、北護、北醫、輔大、耕莘

等建教合作院校護理系高年級學

生志願來院參與臨床及行政庶務

等志工活動。每年年初寒假期間

本部特舉辦「護生志工訓練營」，

公開召募有意願參加志工服務的

在校護理學生，利用課餘或寒暑

假期間至醫院服務。在校生志工

服務期間本部累計服務時數，提

供志工服務證明、誤餐費及交通

費，若志工服務時段超過100小

時，護理部頒贈獎勵狀乙只以茲

鼓勵。年度護生志工參與臨床服

務總計400餘人日次，共計1700

餘小時；甚而98年9月接受一名

美國華盛頓大學 Pre-nursing pro-

gram 學生至本院進行3天之護理

志工服務，拓展跨國臨床護理交

流。

（五）�護理部人力資源管理委

員會

有鑑於本部人力資源運用達

到最高效益、並建立科學化、數

據化的護理指標，於民國92年

初成立「護理部人力規劃暨評估

小組」，由主任、副主任、督導

長、護理長為組員、每雙月召

開會議，研議人力資源調配相關

作業，諸如：1.建立護理人力評

估指標，（如護理時數、休假係

數、支援時數、人力結構等）；

2.即時性評估各單位排班狀況，

休假與加班管控等；3.研擬與評

估各職級人力狀況與管轄幅度，

（包括副主任、督導長、護理

長、副護理長等）；4.研擬與建

立護理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

5.研擬護理部成立成本中心之考

量及可能性；6.檢討醫院實施自

主管理對護理業務與人力配置的

衝擊；7.分析護理人員離職原因

及研擬留任措施等。

后於96年將該任務編組之

工作小組改組為「護理部人力資

源委員會」，成立宗旨為：（1）促

進人與事的適切配合，使事得其

人，人盡其用；（2）增進人與人

的協調合作，發揮團隊力量，

■	人力資源委員會（民國98年）

■	病患照顧服務員提供病人生活照顧

■	護生志工參與臨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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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組織目標；（3）提升個人工

作潛能、專業成長，作最有效

的奉獻。本委員會延請主任、副

主任、督導長、護理長、副護

理長與基層護理人員共32名擔任

委員，分為人力規劃組、人力開

發組、人力管理組，每雙月召開

會議，研議護理人力配置、人力

結構、工作管理規範、人力調動

支援作業、招募升遷考核考勤作

業、工作環境安全規範、輔助人

力開發與運用，以及建置人力資

訊作業系統等。護理部人力資源

委員會積極推動人力資源之發展

策略為：⑴達到結合醫療作業需

求，彈性運用護理人力，建立人

性化護理組織；⑵推動護理人員

輪調制度，落實人才交流；⑶拓

展護理專業角色積極開拓護理人

員晉升機會與管道；⑷維持護理

人力資源之優良品質，達優質護

理資源整合與活化護理之理想。

（六）�推動OPEN�HOUSE�臨床

業務觀摩展

因應醫療生態的競爭激烈，

護理專業面臨新的挑戰，台北榮

總幅員遼闊，深感各督導長所業

管之單位間，不僅有各專科的獨

特性，更有綜合單位之整合性，

透過交流能使其互相學習、共同

成長，時任護理部主任尹祚芊乃

責成以督導長為單位，實施業務

觀摩，推動OPEN HOUSE之概

念。民國84年本部共計104個護

理單位，採分權管理之模式，分

由13位督導長依其專長管轄8至

12個單位不等，籌劃以各督導長

所管轄單位為主體，每三個月舉

行一次，一次一位督導長開放其

單位，以「展示」專科護理業務

之特殊性。

每季觀摩展時，除本院護理

人員觀摩學習，亦邀請輔導會所

屬台中、高雄榮總、各榮院及本

院委託經營的關渡醫院及宜蘭醫

院等護理人員前來觀摩，使台北

榮總護理品質、專業形象得以彰

顯，更獲得了一致好評。觀摩開

放為期兩天，內容包含了各單位

的簡介、臨床護理、護理行政、

品管教學及研究，以現場解說、

海報展示與病室觀摩方式呈現專

科護理的特色與成果，不僅提供

相互學習參考，爾後更成為照護

諮詢之參考依據。自民國88年底

至90年共進行近10次觀摩活動，

觀摩人次共1772人，對觀摩制度

及整體滿意度達96%。以下列舉

數位督導長單位之OPEN HOUSE

業務觀摩展實況：

1. 泌尿外科、腎臟內科、感染

科、復健科、體檢病房觀摩 

（時任邱台生督導長單位）

 在事前成立工作小組，縝密的

規劃籌備，觀摩分三梯次進

行，每梯次兩小時，程序如

後：

⑴ 第一階段：由邱督導簡報，

對觀摩展、護理部及各專科

的理念、設計與展示內容，

做概括性的解說。

■	引導人員解說

■	泌尿外科護理團隊

■	觀摩會中尹祚芊主任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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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第二階段：圖框資料引導說

明，由理念篇、領導篇、激

勵篇、食物篇出發，進而進

入培育護理人員五大核心各

類成果展示區。

⑶ 第三階段：由引導人員帶領

與會人員分A、B、C三線，

循線觀摩各病室，由各病室

負責人擔任解說。

2. 婦產兒科單位觀摩（時任馮容莊

督導長單位）

 以「五全」為中心精神的照護

理念下，護理業務的展示是用

「主題展覽」的概念來操作，

從主題的擬定、文案設計、設

計形象以及展場動線的規劃⋯

等，強調出此單位業務實踐的

特殊性。

⑴ 教育訓練館：顯現婦產兒科

基層人員之交叉訓練專科進

階制度、各層級人員比率、

各專科教育訓練及自學教

材。

⑵ 人力資源館：積極推動專科

護理師制度與員工滿意度調

查。

⑶ 技術創新作品館：展示袋鼠

式照護，奶脹熱敷袋等。

⑷ 臨床服務館：突顯以家庭為

中心的照護特性，母嬰親善

認證及早產兒的相關照護，

呈現兒科護理人員細心、貼

心『精緻護理』的精神。

⑸ 社區服務館：護理人員在公

餘之際，更把服務的腳步深

入社區婦女及病童。

■	簡報現場

■	張茂松院長蒞臨

■	院外貴賓蒞臨

■	創新作品展示：袋鼠式照護 ■	展示簡報

■	輔導會長官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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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外科門診單位觀摩（時任汪蘋

督導長單位）

 民國91年6月11日~12日辦理

護理館、門診及大德病房護理

業務觀摩，首先由汪督導開場

簡報（會後自動重覆播放），接

著導覽海報展示，最後參觀大

德病房。展示以「菁英培訓區」

帶入護理館業務，呈現臨床護

理教育昨日與今日；「門診作

業區」介紹門診演進、護理業

務（就診服務、護理指導、社

區服務）及護理作業管理（經

營策略、人力資源應用、危機

處理、護理品質管理、教育訓

練）；「母嬰親善服務區」介紹

預防接種、疫苗管理、兒童健

檢、兒童教育，並宣導尿失禁

預防（骨盆底肌肉收縮運動），

更年期保健，性侵害婦女處置

流程等；「社區健康營造區」介

紹社區護理、健康照護及居家

照護；「大德病房區」介紹安寧

照護；尚有「心靈饗宴區」呈現

門診同仁的貢獻與回饋。短短

兩天豐富生動的觀摩活動，讓

同儕瞭解醫院第一線門診護理

服務，提升社區健康、居家護

理及安寧照護的努力，並留下

深刻印象。

■	門診菁英培育展示

■	社區建康營造展示

■	護理主管蒞臨

■	門診業務展示

■	現場解說■	門診護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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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機坪

4. 急診觀摩（時任謝佑珊督導長單

位）

 急診護理業務簡介內容由急診

室整體評量、組織與管理、

人員訓練、設備與器材、環

境與安全、病人照護、品質保

證、訓練、進修與研究等九大

項來導引觀摩，急診護理人員

工作之分配不同於一般病房，

而是以區域來劃分，檢傷、診

間、留觀、急救室、加護病

房，每一區的護理人員幾乎是

兼具十八般武藝，能夠熟練的

操作著各類急救之器材，急診

檢傷站是台灣第一個成立由護

理人員主導之檢傷分類系統。

此外，現場展示本院配備精良

加護型救護車，另於現場搭建

去污設備，現場表演了大量傷

患緊急救護、核化傷之緊急救

護、到院前之緊急救護、大型

活動護理人員支援活動；同時

帶領觀摩參訪人員至中正樓頂

樓（平日非常態性開放），觀賞

實際演練空中緊急運送病人的

過程，讓急診觀摩活動得到百

分百滿意的評價。

■	急診觀摩海報

■	急救操作 ■	緊急救護操作

■	護理主管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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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部為本院編組最大、工

作範圍最廣、擁有員工數最多的

單位，計編制專責護理人員及支

援人力二千餘人，為提升護理人

員之專業知能，增進服務品質，

民國47年本院成立之初即由護

理部教學副主任成立護理教育小

組，肩負護理在職教育、護生臨

床實習及鼓勵護理研究等任務。

民國56年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獲

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資助，在本

院院區西址興建護理館，當年2

月落成此棟獨立之兩層樓建築物

內含教室、會議室、辦公室、

電腦室⋯等，提供護理人員在職

教育訓練、護生教學輔導及舉行

各項會議的適當場所。因應臨床

護理趨勢之變革，規劃護理館成

為本院護理教育專責單位，護理

教育專責小組配置護理長、護理

師及工級人員，秉承護理主管規

劃，協助安排國內外專家先進之

參訪活動並執行各項在職教育之

策劃、推動與檢討及相關業務之

協調、撰稿、會稿陳報與聯繫工

作之運作，業務內容包括護生實

習業務、護理人員職前講習、在

職教育、院際研討會、專業訓練

班、專題演講、院外支援、學術

交流、員工繼續教育及各項教育

訓練相關事宜。另提供相關教具

出借及館藏圖書文獻閱覽服務，

希望藉由專責教育訓練單位與成

員發揮最大功能，提供護理同仁

最新之醫護資訊，順應多變化、

多元化之醫療變遷，提升臨床護

理品質。

各項護理教育訓練業務發展

與演進如下：

（一）護生臨床實習

本院成立之初即有國防醫學

院及台灣省立護理專科學校（今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生來

院實習，由學校派駐護理教師1-2

人與本院護理督導員（現稱護理

督導長）、護士長（現稱護理長）

偕同合作指導護理學生臨床照護

經驗。本部護理人員具備豐富之

學識基礎與臨床經驗，秉持護理

薪傳使命與教學相長之理念擔任

臨床護理教師，兢兢業業指導護

生臨床實習，培育護理後進，

國防醫學院、陽明大學、國立

台北護理學院（今國立台北護理

健康大學）、輔仁大學、台北醫

學大學、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

校、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等護

理院校與本院建立建教合作，常

規安排護生來院見、實習本院優

質護理實務，產學共同培育護理

新生力軍傳承護理精華。此外，

民國76年首開跨國建教合作風氣

之先，本院與美國西雅圖太平洋

大學結盟簽定建教合作案，建立

泛文化護理專業學術交流，雙方

互送護理學生與臨床護理人員跨

國交流與學習。民國76年至85

年間西雅圖太平洋大學共計選派

護理系所師生125名來院交流見

習，為國內臨床護理實習開起跨

國學習的第一步。民國98年本

部與陽明大學合作辦理國際交換

護理教育 

■	護理教育殿堂—護理館的今昔

■	護理館落成（民國56.2.20）	

美國紐約中華醫學教育理事會Dr.Mokoy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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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蘭國際護生接受兒科護理訓練

■	西雅圖太平洋大學護理學系師生合影

（民國82年）。前排：Oaks教授（左三）、

韓院長（左四）、王瑋主任（右三）

■	60年代國防醫學院護理系學生來院實習

■	實習學生來院實習簡介

■	芬蘭國際護理學生到院見習（民國98年）

林芳郁院長（左一）、陳玉枝主任（左二）

學生臨床護理實習訓練計畫，此

為本部繼西雅圖太平洋大學後，

首次迎接來自歐洲國家之交換學

生，兩批芬蘭健康暨社會照顧學

院（Jyvaskyl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六名國際交換學生分別

來院進行護生臨床實習訓練，延

續泛文化護理的傳承。本部為鼓

勵及肯定護生臨床優良表現，自

民國96年起遴選優良實習表現護

生於每年護士節慶祝大會中公開

表揚，至今已表揚12位優良護生

並積極網羅至本院臨床服務。

（二）臨床在職教育

民國48年護理教育小組計畫

性推展「護理技術講習」等系列性

在職教育。民國52年為增進新進

護理人員對新職場之適應並維護

本院護理品質，首辦「新進護士

講習」，並持續發展為新進護理人

員之臨床護理啟蒙教育，至今本

項講習獲衛生署之重視列為醫院

評鑑及提升教學醫院教學品質計

畫之護理在職教育的重要指標。

民國81年中華民國護理學會

接受衛生署委託執行醫院護理人

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實驗計

畫，本部亦獲中華民國護理學委

託試辦，民國84年推出「台北榮

民總醫院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

能力進階制度實施計劃草案」為

本部進階制度建立雛形，當時因

受限於公務人員之敘薪結構等因

素執行困難，經審慎評估後暫緩

實施。民國84年至87年草創期

間本部持續精進汲取國內外先進

實施進階制度之經驗與成效，民

國87年提出護理人員績效評核制

度，間接為進階制度催生，並

排除萬難積極推動實施護理人員

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發展初

期為兼顧醫學中心之護理專業發

展，將全院內、外科等科別初步

劃分為18個專科，幾經討論研議

與整合後最後決議建構為中央通

識課程，及配合護理人員工作經

驗累積之輪調制度修改為12個專

科組，依專科特性發展各層級護

理人員專科訓練課程雙軌並行。

民國88年10月進階制度歷經四版

修正後正式頒布「台北榮民總醫

院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

階制度作業標準」，規劃各層級護

理人員之能力範圍、訓練內容、

進階條件及工作評值等，系統性

規劃人員訓練計劃與發展方向。

民國88年11月28日舉辦全院護

理人員進階分級大會考，當時符

合應試資格者共計1,698人，為

免影響臨床服務，特選擇週日舉

辦四梯次考試，假本院介壽堂考

試。分級考試後正式核定護理人

員級階，民國89年7月開始實施

各級階中央通識課程及各專科進

階組之訓練課程。進階制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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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民國94年復因內科疾病護理組

幅員遼闊且次專科眾多，增加一

個專科為13個專科組，迄今，本

部進階制度之執行經驗與成效已

成為國內外醫療機構標竿學習及

取經的重要指標。民國92年本部

派員赴台北市立關渡醫院、民國

95年赴署立金門醫院輔導該院建

購構護理人員進階制度。

基於醫療經營型態快速的變

革，使得剛畢業之各類醫事人

員未經適當訓練即投入繁重的工

作，不僅使病人無法獲得安全的

照護，更使原具有熱忱的畢業生

遊走於各醫院之間，造成高流動

率，因此衛生署比擬畢業後一般

醫學訓練計畫，於民國96年7月

起辦理醫事人員訓練補助計畫，

以期改善醫療環境符合社會需

求，並具體落實健構全人健康照

護之醫療體系。本部縝密規劃『護

理師護士二年期訓練計畫』，並

平行展開落實至各單位建構各專

科單位之「臨床實務訓練手冊」，

讓接受訓練之新進護理人員在臨

床指導師（Precetor）指導下，經

過護理實務過程之評估、計畫、

執行與評值等步驟，使新進護理

人員從工作中學習專業技能、人

文素養及自我成長，分階段培訓

護理知能使其勝任臨床全人之護

理專業照護，再輔以本部精熟之

進階制度，計畫性將護理新手

（Novice）培育成為護理專家（Ex-

pert）。

民國97年因應資訊科技之發

展與終身學習理念，開拓護理部

中央在職教育數位學習模式，提

供護理同仁多元學習管道，同年

數位學習內容更增加手術專科護

理組課程，民國98年數位學習

範圍亦持續推展至退輔會北區輔

導會屬醫療機構，有效造福東部

地區及偏遠地區護理人員充實專

業知識，讓護理專業學習無遠弗

界。

（三）多元角色、專業訓練

本院肩負輔助退輔會屬醫療

機構成長之重責，民國50年起開

放榮民醫院護理人員來院學習，

包括各項專業訓練班及院際研討

會，除院內護理人員參訓外更開

放接受各榮民醫院、軍醫單位及

公私立醫療院所送訓，善盡社會

責任並開啟國內護理專業交流之

先機。護理辦理多項全國首屆護

理專業訓練班，有效培育各科護

理專才與菁英，在國內醫療院

所護理在職教育史上佔有領導地

位。如「護理佐理員訓練」，此為

本院護理教育史第一個專業訓練

班，培訓臨床護理照護輔助人力

28人，開啟Skill Mix Care Model

風氣之先。因應醫院臨床業務之

蓬勃發展，紛紛首創開各專業領

域的訓練班，積極培訓護理專才

投身臨床服務，如民國63年「手

術室護理人員訓練班」、民國64

年「加護護理訓練班」、民國68年

「精神科護理訓練班」、民國73年

「急診護理訓練班」、民國76~79

年期間護理部更肩負偏遠地區醫

療支援之重責，為提升偏遠地區

護理人員專業知能，應用當時

有限之資訊科技首辦「澎湖、離

島、山地地區通訊醫療護理訓練

班」，民國80年因應照護族群之

■	在職教育活動（民國85年）

■	新進護理人員護理實務訓練

■	跨團隊領域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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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護護理與護理研究應用訓練班聯合

結訓典禮（民國88年）

需求並洞燭國內社會高齡化趨勢

蘊育護理專才，開辦老人護理訓

練班、燒傷護理訓練及癌症護理

訓練班，提供各類病人專科化及

人性化之適切服務。民國83年首

開護理研究基礎訓練班，將深奧

難懂的護理學術研究轉化為護理

人員驗證臨床護理成效之最佳實

證，民國87年因應外科醫師人力

不足，積極拓展護理人員角色功

能並增進團隊照護成效，開辦第

一期專科護理師訓練班，培訓本

院第一批專科護理師48名投入臨

床醫療照護行列。民國90年開辦

個案管理師訓練班，培訓與塑造

個案管理師新角色，致力於出院

準備服務，開啟國內管理式照護

之先，目前出院準備服務與個案

管理已在國內蓬勃發展，為病人

搭起連續性照護之橋樑。民國90

年承接退輔會交辦提升榮民眷屬

生活競爭力之任務，辦理病患伴

護員訓練班培訓榮民眷屬謀生專

業技能，並提供單身無眷榮民貧

病時期重要的輔助照護人力。民

國90年積極拓展醫學中心的服務

範疇，造福社區慢性病人之疾病

照護與健康促進，開辦長期照護

訓練班，培訓長照專才投身社區

健康照護服務。民國94年因應衛

生署推展『安寧緩和照護』政策，

開辦安寧緩和照護訓練班創國內

安寧緩和照護訓練之先，計畫性

培訓非安寧病房種籽護理師推展

在地安寧療護理念，造福終期病

人。民國95年開全國之先例，承

接台灣護理學會、外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

委託辦理『第一期手術專責護理

師訓練班』，培訓院內外手術專責

護理師26名，拓展手術全期護理

人員新的角色功能，提供手術病

人全方位之照護。民國96年因應

衛生署政策，本部成立『專科護

理師培訓計畫暨執業規範專責委

員會』，首任主任委員由連副院長

江豐擔任，時任護理部尹主任祚

芊及時任外科部魏主任拙夫分任

副主任委員，並遴聘醫師、護理

主管、專科護理師等擔任委員，

綜理專科護理師相關業務，並規

劃開辦第一期專科護理師指導者

訓練班，培訓院內外專科護理指

導師資36人，充實豐沛之專科護

理師師資資源。迄今各類專業人

才培育仍膺續辦理且成效卓著，

為本部基層護理人員之臨床專業

發展奠定扎實之根基。

■	第一期山地鄉通訊醫療護理人員訓練

班結業典禮（民國76年）

■	專科護理師訓

練班結訓典禮

（民國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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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64年8月護理部成立

「護理技術小組」，民國70年6月

改組成「護理技術評鑑小組」，民

國74年更名為「護理品質管制委

員會」，分為標準制定組、臨床

技術稽核組、品管指標監測組、

護理用品及成本控制組等四組，

每月開會一次。民國87年又更名

為「護理品質管理委員會」，分為

護理標準制定組、護理品質監測

組、護理品質促進組；民國91年

將護理用品組納入委員會中，使

品管委員會功能更趨完善，民國

96年護理用品組更改為資材開發

組。本委員會乃以建立各項臨床

護理作業標準、護理品質稽核制

度及品質促進方案為目標，如：

病人滿意度調查、護理人員工作

滿意度調查、護理品質指標監測

等，且訂定全院性的品管方針、

計畫與推動。另各專科成立專科

品管組，各病房成立病房品管

組，全院動員，貫徹品管大家一

起來的信念，著重全院性整合以

確保提供病人高護理品質，開創

國內護理品質管理之先河。

（一）護理標準研訂

基於護理技術的演練必須有

理論做基礎，護理部品管委員會

著手制定護理技術手冊，以結合

理論與實務於臨床應用，撰寫

「榮民總醫院護理技術手冊」彙編

專科護理技術，包括內科、外

科、婦產科、小兒科、精神科及

感官科，內容以目的、政策、設

備、步驟（包括要點與原則）格

式逐條書寫；接著制定及彙編各

特殊單位護理技術與作業手冊，

包括手術室、恢復室、醫護加強

中心、急診、門診、健檢及供

應中心。本院民國79年更新計畫

完成後，單位與病床大幅增加，

各專科醫療之發展亦日益精宏，

臨床醫療器材與設施不斷改良翻

新，專科護理自是需要精進而週

全的技術演練，改以修定此護理

技術手冊，俾能提供臨床護理最

有效的實務指導，進而確保病人

能獲得最優良的護理服務。

（二）護理品質指標監測

本部於民國64年8月成立「護

理技術小組」，目的在積極統一

本院護理技術標準，每月定時召

開會議針對臨床上施行護理技術

時常遇到的問題提出檢討改進，

同時激發護理人員對護理技術之

重視，培養研究學習之興趣，使

護理技術益臻精練，減少意外事

件之發生，維持護理技術應有之

標準以提高護理服務品質。民國

64年9月起，建立護理技術設備

盤卡片，如肌肉注射設備盤、盤

尼希林皮膚試驗設備盤等21種。

民國65年，將臨床護理最常用之

護理技術及醫療儀器，根據其性

能及如何維護、使用方法，設立

特殊護理技術卡片，如：胃減壓

器、胸腔抽吸器、超音波電子造

霧氣等29種。民國70年將臨床

護理最常用之護理技術及醫療儀

護理品管 

■	護理品質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民國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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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分別制訂稽核表11種，如：

體溫、脈搏、呼吸之測量、肌肉

注射法等，藉以統一觀念及標準

並印發之各病房，使護理人員所

執行之護理技術能達成一致性，

同時可正確的使用各項醫療儀

器。

民國76年更組成技術評鑑小

組執行護理技術稽核。定期分赴

各病房巡視稽核技術執行情形，

對缺失當場予以糾正及教導，並

做統計分析。民國83年全院稽核

項目更改為四項。分三區進行稽

核，每季分析，未達閾值單位

依指標監測進行改進。民國97年

起以醫院評鑑之必要稽核項目作

為指標監測項目，包括給藥正確

性及程序完整性、藥品管理正確

性、急救車管理及使用正確性、

病人清潔照護完整性、身體約束

護理正確性，以分區及隨機抽出

稽核項目及樣本，進行稽核與監

測作業。

（三）護理品質促進

持續品質改善一直是護理專

業的中心工作，藉由全院住院病

人對護理服務滿意度調查，以

瞭解病人對護理人員專業知識能

力、技術熟練度與態度的滿意

度，調查結果可作為品質促進之

參考。對於各類異常事件報表、

備血、輸血過程異常紀錄表及異

常事件紀錄表，並針對異常事件

透過根本原因分析（RCA）、失效

模式及效應分析（FMEA）等品管

手法進行品質改善，以確保病人

安全。

有滿意的員工才能有滿意的

顧客，因而每年經由網路問卷調

查護理人員的滿意度，依據結果

分析進行業務改善。其次，護

理部非常重視護理人員的執業安

全，針扎是護理人員最常發生的

職業傷害，針對每一件針扎事件

都會進行討論，經由原因分析作

流程改善、資材改良及在職教育

以降低針扎事件。最終目標是創

造正向工作環境。

（四）護理資材管理

護理資材的內涵非常廣泛，

包括衛材、文具、包布類、器

械及醫療儀器，須經由周延的管

理，以節省護理人力及節省資材

佔用的空間，更可以減少醫材之

囤積及過期。為達此目標，本部

於74年成立「護理用品與成本控

制組」，91年納入「護理品質委員

會」之護理用品組，96年更名為

護理資材開發組。工作內容包含

制訂及修訂各項護理資材規格標

準、辦理護理資材新品試用及瑕

疵品管理作業、協助各類護理資

材申購及採購業務以及病房各類

空間基本核心規格之規劃。

自91年 至99年9年 期 間 總

計新增護理資材用品規格表129

項，平均每年修訂規格表達400

項次以上；新品試用總計807品

項，通過品項519項，通過率為

64.3%，瑕疵品總數量1,432,848

件，協助節省公帑達4,643,354

元；另亦提供全院各病房單位用

物採購，統一規劃病房空間以協

助維持整齊清潔，除可節省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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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於用物採購花費的時間，更

有助提升病人照護之品質。

（五）護理創意作品

提升護理人員自主性及責任

感，是朝向專業化目標最主要

的過程。在臨床護理業務中，

雖訂有各種標準，但這些標準

必須經常或定期修正以保持最新

最適用，才能配合醫療業務的發

展及達到成本效益的目標。建立

有效的激勵制度，可鼓勵護理人

員貢獻創意，針對其適用性提出

建議，革新病人照護方法、創

造激勵的環境，提升參與感及成

就感。民國80年護理部開始建

立護理人員創意激勵制度，由

護理品管委員會負責創意作品甄

選，訂定「創意作品院內參賽作

業規範」，凡是能提升病人照護品

質，改善護理用品，降低成本及

增進管理效益的創意均可參選，

審查方式公開、公平、公正原則

進行，針對創作動機、流程設

計、創意性、臨床適用性、專業

貢獻及臨場口頭發表評分，甄選

出來的優良創意作品於護士節慶

祝大會中公開表揚，頒發獎座及

獎金，同時推廣應用於全院，由

專人輔導申請專利權等種種激勵

措施；多年來創意制度激發護理

人員發揮創意，研發多種安全、

有效之產品或作業流程，臨床推

展應用，提升臨床照護品質，種

種激勵措施讓護理人員工作充滿

成就感，對醫院有向心力，員工

滿意度均達90%以上。

回溯民國86年至96年十年

期間本部護理創意作品，院內、

外共計736件作品參選，院內得

獎185件，院外得獎91件，創

意作品以照護輔具類最多共25

件（34.7%），其中3件更獲新型

專利認證，經由廠家量產，擴

大照護病人層面。目前創意作品

仍繼續使用有58件（80.6%）；在

臨床使用效益方面：能節省人力

有26（36.1%）、 節 省 成 本29件

（40.3%）。以上作品不僅獲獎並且

以口頭、海報或期刊發表共23件

（31.9%），將作品進行臨床研究

共6件（8.3%），綜合以上，瞭解

護理創意作品不論在「量」與「質」

都有顯著的成果，十年來審查平

均通過率52.3%。醫院有健全的

護理創意制度，主管支持及積極

推動，促使創意作品能推廣並達

到成效之原動力。從結果證實護

理創意制度，對激發護理人員創

意及發表能力、參與決策、激勵

措施及推廣應用有正面的提升。

■	創意作品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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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民國98年）

護理研究發展 

■	榮陽團隊合影（民國97年）

護理部研究發展的理念是維

護研究對象之權益、落實研究成

果之應用、建立有研究實證之護

理措施、增進護理研究成果之發

表。民國74年為廣泛推行臨床

護理研究，舉辦首屆護理研究訓

練班，由國防醫學院講師擔任

授課。民國79年4月，成立「護

理研究發展組」積極推展護理研

究，奠定護理人員運用研究的方

法，改善護理業務之根基。民國

80年正式定名為護理研究發展委

員會，邀請具碩士學位以上之各

級護理人員參加，訂定成立宗旨

為（1） 透過研究過程與結果，激

勵護理人員使用科學方法，有效

地從事護理相關業務；（2） 落實

護理研究成果，期使護理服務符

合本國民眾之需要；（3） 從事專

案研究，以研究方法解決健康及

護理問題，促進全民健康。為貫

徹理念及拓展業務，並明訂工作

目標與各組職掌，以達到經由護

理研究發展，有系統地增進護理

專業知識，並前瞻性推展護理研

發工作，使護理研究業務更具臨

床實證性。

（一）護理研究倫理

民國80年護理部研究發展組

配合及遵循本院倫理評核委員會

之作業規定，即已受理護理研究

倫理審查申請。民國87年2月，

本部啟動護理研究倫理審查機

制，開始自行審查本部研究計畫

及來本院申請進行研究之專業人

士其研究倫理。民國90年各類護

理研究計畫交由本院人體試驗委

員會審查，護理部研究發展委員

會委員受邀擔任本院人體試驗委

員會審查專家，協助架起本部與

院方人體試驗委員會之橋樑。

（二）開發護理研究

護理部自民國81年至98年，

院內經費補助之護理研究計畫

共362件，總金額達93,648,000

元，而院外經費補助之護理研究

計畫共88件，來源含國科會、

衛生署及輔導會等，總金額達

43,349,000元。由年度分析，民

國88年之前，護理部院內外研究

經費總計不超過500萬元，民國

89年則開始超越800萬元，民國

91年起至今，每年爭取院內外研

究經費均超過1000萬元。護理部

為追求卓越研究成果，自民國88

年起開始主導連續型研究計畫，

民國88年，在時任尹祚芊主任帶

領下，首度以「整合式照護」理

念，結合榮陽團隊，展開社區發

展型研究計畫，至民國91年歷時

3.5年。民國92年尹祚芊主任續結

合榮陽團隊，有效連結與運用醫

院與社區資源，推行民眾健康促

進社區發展型研究計畫，至民國

95年歷時4年。在榮陽團隊合作

7.5年間，蔡欣玲、尹祚芊、李

怡娟及于漱四位資深副教授，均

於93至95年間分別升等為教授，

為護理研究發展史留下輝煌燦爛

之記錄。民國97年護理部首度獲

■	參訪美國個案管理（民國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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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院內整合型研究計畫，由尹

祚芊主任擔任計畫總主持人，仍

採榮陽合作模式，除李怡娟、于  

漱、穆佩芬三位教授，並延請營

養專家章樂綺副教授及腸胃科專

家李偉強醫師共組研究團隊，再

創護理研究佳績。

為落實個案管理照護模式之

推展及以病人為中心之理念，民

國93年1月，時任宜蘭醫院陳玉

枝副院長（並任護理部副主任）與

尹祚芊主任共同主持行政院衛生

署委託以病人為中心之個案管理

研究計畫，至民國95年歷時3年

達到應用與推展個案管理佳績。

民國96年再次爭取輔導會經費補

助研究計畫，即獨居資深榮民居

家個案照護計畫之發展及高齡獨

居榮民全人照護模式之建立與評

值，至民國98年亦有3年之輝煌

成果。

為推展研究成果之資訊，

拓展護理人員視野，策動護理人

員發表論文於國際及國內專業期

刊，自民國80年至97年，研究

論文國際專業期刊發表（含SCI

期刊）共69篇，研究論文國內

專業期刊發表共904篇。另鼓勵

並協助護理人員參與國際及國內

研究論文發表會，自民國80年

至97年，國際研究論文發表共

265篇，國內研究論文發表共658

篇。

（三）行銷護理研究

為提升全院護理人員對護理

研究之興趣，於每年五月護士節

慶祝活動中，舉辦「護理研究成

果海報展」，於本院中正樓大廳及

文化走廊展出，每幅參展海報之

內容充實。每年舉辦院內護理研

究論文發表會，提供同仁分享研

究過程與成果之機會，以期提高

護理人員參與護理研究之興趣。

為配合護士節慶祝活動，每

年舉辦護理論文甄選，選拔優良

論文敘獎，得獎種類含：護理研

究論文獎、護理論述獎、護理

專案獎、基層人員護理研究論文

獎，並將得獎作品海報展示於中

正樓大廳，以肯定同仁臨床護理

研究成果，並提供觀摩學習之機

會。

■	南非ICN國際研習會（民國98年）

■	護理研究論文獎頒獎（民國92年）

■	國內論文發表（民國97年）

■	護理研究成果海報展

■	護理研究論文發表 ■	護理研究論文獎頒獎（民國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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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應用訓練班結訓合影（民國93年）

（四）落實護理研究

護理部為增長護理人員研究

能力，於民國83年辦理護理研

究基礎訓練班，民國84年、民

國85年與民國86年分別辦理護理

研究系列專題演講。然為推展護

理研究與臨床實務的結合，增進

臨床護理人員應用研究成果的能

力，民國87年舉辦第一期護理研

究應用訓練班，教導護理人員研

究應用之知識及方法，加強其研

究能力，推廣研究風氣，增進研

究品質，並延聘本部具碩士學位

以上人員擔任授課教師及陽明大

學師資，運用Stetler研究應用模

式，透過實例（含光碟檢索及實

習），使學員能瞭解研究知識及研

究方法之應用。自民國87年至民

國98年共舉辦8期研究應用訓練

班，院內外學員均反應良好，並

激發護理人員進行研究之行動。

於委員會中舉行讀書會，延攬臨

床基層碩士護理人員參加，定期

閱讀期刊，並作心得報告，藉以

增加學術互動，促進專業成長。

■	研訓基礎班結訓合影（民國83年）

■	研究應用訓練班結訓合影（民國93年）

■	研訓班讀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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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經科護理

民國48年在內科部下設神經

精神科，民國65年神經精神科

自內科部獨立為神經精神部，同

年神經外科加護病房成立，是台

北榮總最早的專科加護病房，主

要為加強開顱手術病人之照顧。

民國70年護理部陳真媛護理長奉

派赴加拿大Toronto Sick Children 

Hospital研習神經外科護理，次

年返國後，積極建立各項神經外

科疾病之標準照護流程（SOP），

開辦各種相關疾病的照護課程，

大大的提升護理同仁對神外疾病

之認知與護理技巧，同時出版神

經護理技術手冊，奠定神經專科

護理發展的基礎。復於民國72年

分別成立神經部以及精神部；神

經外科則隸屬外科部，初始神經

內科病房設在東院區16、17病

房，民國74年8月成立腦中風觀

察病房（SCU）六張床，民國76

年6月病房搬遷至中正樓在16樓

設神經內科專科病房，中正樓17

樓為神經外科病房及神經加護中

心（NCUA）。民國78年規劃神經

內外科合併成立台北榮總神經醫

學中心。民國86年為因應神經外

科病人常伴隨神經功能損傷致呼

吸器脫離需要時間較長、病人家

屬焦慮程度較高，故成立NCUB

病房。民國87年7月成立腦中風

加護中心（SICU），同年開始護理

人員針對出院或轉院中風病人執

行出院準備服務個別衛教與追蹤

輔導，並提供相關的社會資源與

資訊，出院後定期追蹤，瞭解其

藥物服用、血壓控制及身體功能

復原情形；另病房定期舉辦團體

衛教，亦製作彩色版腦中風防治

手冊及護理指導單張提供病人及

家屬使用。

民國91年12月神經再生中

心成立，積極發展臨床治療中樞

神經修復技術及照護模式，整合

基礎醫學與臨床研究，以嘉惠周

邊神經損傷病人與脊髓損傷的病

人，包括門診暨復健中心、二樓

N026病房。民國96年又擴設神經

修復病房（N025病房）。民國94

年1月著手推動台北榮總腦中風

病友支持團體，為了服務更多病

人及家屬，在民國95年9月正式

成立台灣腦中風病友協會，每年

會定期召開會議、發行刊物及舉

辦醫療專題演講，以促進病友間

之聯誼、訊息交換。

        

（二）感染科護理

民國70年因中央樓改建，傳

染科病房遷移至東院18病房，當

時收住病人診斷多為蜂窩性組織

炎、腦膜炎、腦炎、肝膿瘍、

膽曩炎、不明熱等。民國76年6

月中正樓新建完成，由東院18病

房遷住A061病房至今，其中6床

為隔離床。隨著時代的演進，醫

療的進步，交通資訊的發達，但

相對的也帶來了傳染性疾病的蔓

延，已經沒有所謂區域性、地方

性的區隔了。只要某地方一發現

個案，很快的全球都無法倖免，

護理專業發展 

■	神經損傷病人復健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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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身為感染科護理師更是戰戰

兢兢，時時提高高警覺努力以

赴。

民國75年7月衛生署指派台

北榮總、台大兩大醫院收住愛滋

病人的指定醫院，另國內第一

位護理人員—蘇逸玲副護理長奉

派至美國學習AIDS 護理，並開

始籌劃隔離病房，為全國第一

個AIDS專屬病房，民國76年11

月24日台北榮總收住國內第一個

本土病例，係血友病因輸血感染

愛滋者。民國76年10月開始為

因應新發病的AIDS病人不斷增

加，以減少病人及家屬的心理壓

力，病房不定期舉辦家庭會議。

民國77年開始舉辦愛滋病研討

會，同時針對全院各檢查單位如

X-Ray、產房、急診、血液透析

室等醫事人員宣導愛滋病相關知

識學理及隔離防護，並接受院外

人士觀摩及院外護理人員短期見

習，且落實愛滋病人出院準備服

務等作業。民國81年8月護理部

第一次舉辦AIDS護理研習會，

民國83年7月撰寫國內第一本「愛

滋病的臨終照護指引」，民國84

年7月成立AIDS病友會。民國86

年4月配合衛生署政策實施「雞

尾酒療法」愛滋病人得以延長生

命。民國87年起疾管局將AIDS

列為慢性疾病，同年，本院傳染

科正式更名為感染科。民國93年

毒癮個案數暴增，感染科護理人

員被邀請至學校、監獄、警察

局、台中地方法院等提供團體衛

教，教導預防AIDS感染源、避

免共用針具等自我防護觀念。因

為醫療進步及健保政策的實施，

全民壽命得以延長，住院病人呼

吸器使用、長期臥床人數日趨增

加，如何提升照護品質、降低感

染率、減少住院天數、減少再住

院率等，再再考驗著感染科護理

人員的專業能力。

（三）胸腔科護理

民國47年3月原名結核病

部，民國51年12月更名為胸腔

部。胸腔內科病房位於中正樓

十四樓，包括胸腔專科病房、胸

腔內外科加護中心（RCU）及一

個負壓病房（A144），主要收治肺

癌、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台北榮總腦中風病友	

支持團體各項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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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衰竭及肺結核等病人。民國

92年4月為因應SARS疫情日趨

嚴重奉院方指示將A144改建為

SARS專責病房。且根據院內感

染管控原則，制定「SARS病房工

作常規及三班工作職責」、「SARS

病房護理人員工作須知」、「建立

病室標準作業流程規範」、「SARS

病房之淨空作業標準」，並定期進

行隔離防護之操作及演練、修訂

工作流程、加強維護環境安全及

護理照顧重點。目前A144病房為

負壓病房為全院唯一呼吸道隔離

病房，主要收治肺結核及不明原

因發燒病人。

台北榮總為全台第一個設置

胸腔外科專科之醫院，民國80年

7月胸腔外科完成臺灣及亞洲首

例單側全肺移植手術，為配合科

部發展，近年來更選派護理人員

赴美、德研習相關課題。民國87

年胸腔加護病房成立，提供病人

更完善的設備及人力下獲得良好

的照護。近年來內視鏡手術的運

用使得病人手術傷口變小，身體

心像及疼痛控制獲得改善，合併

症發生減少、住院天數縮短，大

大提升胸腔外科的照護品質。

（四）呼吸治療科護理

民國70年11月依任務編組

成立呼吸治療組，民國73年6月

協助台中榮總成立呼吸治療科。

民國74年開立呼吸治療科專科病

房。民國78年1月正式納入編制

成為獨立科。民國79年9月協助

高雄榮總成立呼吸治療科。民國

81年9月開始將高壓氧治療納入

常規治療；民國88年7月16日成

立呼吸治療加護中心（RTCU）。

民國89年協助關渡醫院設置呼

吸治療照護病房，同時代訓護理

人員學習照護相關知識及技能。

民國90年協助宜蘭醫院設置呼

吸治療照護病房。民國91年8月

15日起推動氣喘臨床路徑，同

年10月份執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臨床路徑，提供病人優

質的服務。

（五）腸胃科護理

成立於民國48年，歷經中央

樓搬遷至東院區再回到中正樓民

國78年至今，為國內歷史悠久、

規模龐大、陣容堅強之胃腸專科

醫療團隊。民國81年制定胃腸科

病人健康問題處理標準、常見疾

■	A144負壓隔離病房

■	高壓氧艙治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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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之衛教單張及手冊，民國83年

制定疾病護理常規及護理人員自

學教材手冊，民國89年始規劃及

執行消化系專科進階計畫，並籌

劃胃腸科出院準備服務業務，民

國90年參加個管師訓練班，民國

94年3月規劃及執行肝癌個案管

理照護藍圖、成立品管圈活動，

以期增進護理人員專業能力，提

升病人照顧品質，提供以病人為

中心之個別性、整體性、連續性

的安全優質護理。

為鼓勵與支持病人，成立乳

癌及胃癌兩個病友團體，民國85

年成立103俱樂部即胃癌病友支

持團體。民國86年成立同心緣聯

誼會即乳癌病友支持團體，提供

醫、護、病三方之交流平台，每

月舉辦新病友座談會，互相支持

與經驗分享，藉由每年醫學座談

會能與專科治療專家面對面的溝

通而更瞭解疾病的處理與治療。

民國83年成立台北榮總器

官移植小組，全力推展器官移植

業務，為能提升器官移植之照護

品質與有效器官管理，整合各界

資源，共同努力推動器官勸募與

移植。民國88年11月配置器官

移植協調師，負責器官捐贈之推

廣、器官移植分配之協調事項及

器官移植術前、後病人醫療照護

與流程管理，且為拓展器官捐贈

來源，器官移植協調師更積極與

國內各醫療院所進行交流，建立

院際器官資源共享合作之成功模

式。

民國90年器官移植協調師協

助移植病友成立「心肝寶貝俱樂

部」，安排病友們不定期至病房

探視住院病人，定期舉辦病友討

論會及聯誼活動，以增進病友感

情交流及關懷支持。民國95年7

月更完成「器官移植居家照顧手

冊」，讓移植病人充分了解自己的

病況，且適時尋求支援。

民國74年致力推展造口護

理，引進美國知名廠商「Squibb」

「Hallist」等造口教學器材及用

品，民國75年成立「榮總造口小

組」，以提升腸造口護理品質為

目的。民國76年成立造口病友團

體—『台北榮總造口俱樂部』。另

為達一致性的造口護理水準，民

國77年推展「造口護理查核表」。

有鑑於部份造口位置不理想，引

發貼袋困難，影響病人衛教自我

照顧，於民國80年推行「於術前

由護理人員為病人執行腸造口位

置選擇」護理專案，此不但為本

國創舉，亦成功拓展了護理人員

的角色及功能。同期亦建立了「臨

床造口觀測記錄表」將造口評估

常規化。民國89年12月執行「造

口病人出院服務」，提供造口病

人出院後追蹤及關懷。民國90年

6月舉辦造口護理業務觀摩，以

「造口昨日、今日、明日」、「造

口器材演進」、「造口服務」為主

題，獲與會者廣大回響。民國93

年6月成立「造口治療室」，提供

專用護理指導及換袋場所。有鑑

於造口護理的日益重要，民國95

年5月推甄林瑞萍護理師赴韓參

加國際傷造口治療師（WOCN）訓

練；民國98年1月正式擔任「傷

造口護理師」任務編組，獨立執

行全院複雜性傷口及特殊造口業

務。

■	器官移植協調師探視術後移植病人

■	「造口治療室」提供專用護理指導及換

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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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1年底大腸直腸外科

新增無痛大腸鏡檢查，為減少民

眾大腸鏡檢查的疼痛恐懼，制定

無痛大腸鏡檢查後流程、護理常

規及護理指導內容。民國96年底

增設「大腸癌」「直腸癌」腫瘤個

案管理師，落實個案管理服務，

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安全優質服

務。

（六）高齡醫學護理/老人護理

隨著榮民族群日漸老化與

社會的高齡化，配合退輔會「發

展老人醫學計劃」推展，於民

國95年2月正式成立「高齡醫學

中心」，民國97年始重新整建二

個（共50床）高齡病房，特別增

設病房無障礙空間設施，提供高

齡病人安全舒適空間；另病房內

配置簡易復健治療室，協助需要

復健的住院病人，可妥善利用設

施以提升自我生活功能；同時，

每週舉行一次團隊會議，經周全

性評估病人的照顧及治療狀況，

進行跨專業領域的團隊會議，除

了提供病人身體疾病的照顧外，

更著重於提升病人的生活功能與

生活品質，安排各項生活功能恢

復之訓練。高齡病人經急性疾病

後，功能性的自我照顧能力之復

原常需較長時間，因此護理人員

於出院計畫中，提供居家環境、

中期照顧、居家護理等相關醫療

資源轉介服務，以期高齡病人返

家後能得到更好的照護及最佳生

活品質。

（七）血液透析護理

民國56年6月本院為一急性

腎衰竭病人施行第一例血液透析

治療，同年10月正式開始進行透

析治療，首創台灣透析治療的先

鋒。民國77年血液透析室於中正

六樓與思源二樓設立。

血液透析照護對長期門診病

人採全責護理，住院、急診患者

採個案護理；與家屬密切聯繫互

動，提供以病人為中心，延伸至

家庭之高品質的護理服務。護理

部為提升透析照護品質，透過在

職教育訓練培養專業優秀之透析

護理人員，且推廣院際合作，協

助代訓他院護理人員，以培育專

業合格之透析護理人員擴大服務

領域。訂定專科護理技術及品質

指標標準，提供病人更優質之護

■	簡易復健室

■	透析照護 ■	推動慢性腎臟疾病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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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照顧。血液透析室除血液透析

治療外亦執行血液灌洗術（毒藥

物中毒）、血漿置換術或血漿分

離回收術（重症肌無力、紅斑性

狼瘡）、腹水透析術、慢性腎臟

替代治療、血液透析過濾術等治

療，且服務各科別會診病人。

民國73年，引進連續可活動

性腹膜透析而成立腹膜透析室，

成為台灣慢性腹膜透析治療的先

趨。採個案管理模式不僅解決了

尿毒症病人接受間歇性腹膜透析

之痛苦，更開啟了腹膜透析之學

術研究基礎。民國86年成立腹膜

透析腎友團體，民國88年推動慢

性腎臟疾病護理指導，民國93年

始推廣透析居家訪視業務。民國

92年起本院加入『慢性腎臟病推

廣機構』，參與國家級的健康保健

政策，並將腎功能不全病人依分

期給予其階段性的護理指導。於

民國97年9月設立CKD個案管理

師一名，對慢性腎病人視其個別

性提供連續性適切護理指導及居

家照護，對慢性腎臟病之高危險

群進行健康管理，以早期發現予

積極治療，有效減少末期腎臟病

之發生率，提升對慢性腎臟病整

體之醫療照護品質；截至民國98

年6月15日為止，本院CKD照護

個案總人數約 1296人，目前尚

在接受CKD照護個案人數約841

人。

（八）骨科護理

民國48年，骨科原隸屬於外

科部，後獨立為骨科部，分科為

骨折外傷科、骨病科、手外科、

運動醫學科、一般骨科（小兒骨

科），民國94年任務編組增脊椎

外科。骨科醫療團隊本著精益求

精的精神，不斷的研究發展，績

效卓著；人工關節置換手術人數

及成功率為全台第一，液態氮冰

凍再植入重建腫瘤切除後之骨骼

缺損手術成效良好；目前骨腫瘤

手術之五年存活率已達70%；研

究發展幹細胞培養用於軟骨移植

更是指日可待。護理人員為了確

保提供高品質護理，制定各類疾

病自學教材，護理指導單張、手

冊和DVD等，針對護理技術與

病人照顧做了多項優良的技術創

新，如拉馬繩、復健棒、外固

定器鋼針消毒法改良、骨科病人

患肢負重及防跌標示牌⋯⋯等，

其中簡便穿襪器更是獲得專利，

提供病人高品質及安全的優質護

理。

（九）心臟科護理

民國76年開創臺灣首例心臟

移植手術，在心臟外科、呼吸治

療科、麻醉科⋯⋯護理人員的共

同照護下，已有78位病人接受心

臟移植。新的知識、技術及新的

設備不斷翻新，例如：心室輔助

器，本科於民國85年進行臺灣首

例左心室輔助器植入手術（Heart-

Mate）。民國88年進行亞洲首例電

子式左心室輔助器植入手術（No-

■	簡便穿襪器（骨科創新）

■	亞洲首例左心室輔助器(Berlin	heart)植

入手術之病童

■	外固定器鋼針消毒法改良（骨科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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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整形外科護理

民國48年成立專科病房，

提供病人各類急慢性傷口與燒傷

病人之臨床護理服務，民國77年

本院完成首例變性病人手術，在

全體醫護人員共同照護下，女變

男之變性手術成功完成，不僅獲

得家屬的接受與認同，也見證了

本院護理同仁全隊、全人及全家

的照護成效。民國80年3月正式

成立本院燒傷加護中心，硬體配

置及高瞻遠矚的動線規劃享譽全

國，多次接受國內外醫護團隊參

訪與標竿學習。為避免醫療設備

閒置及提供護理人員穩定的工作

機會，民國90年2月獲中央健康

保險局同意，燒傷病房（A194）

及燒傷加護中心得以「床位彈性

應用」開放收住非燒傷之整形外

科病人，本院「燒傷專責床位彈

性應用」措施屬全國創舉，成為

全國醫療機構燒傷中心效仿之標

的。

（十二）新陳代謝科護理

民國48年4月成立新陳代謝

科專科病房，民國81年在衛生

署贊助下，成立糖尿病人保健推

廣中心，民國85年成立全國第

一個糖尿病共同照護網，提供病

友及民眾衛教諮詢服務，並訓練

全國第一批糖尿病衛教師，培訓

專業衛教師。民國90年舉辦個管

師訓練班，開始推動出院準備服

務，民國92年4月制定網路護理

指導，方便民眾查詢健康照護資

訊，同年9月新陳代謝科醫療作

業與專科病房照護服務作業，通

過 ISO9001：2000住院服務流程

認證，成為國內第一家通過認證

之醫學中心，民國94年推動「糖

尿病病人自我注射胰島素完整性」

之護理品管指標監測計畫，提升

病人自我照護能力，成效良好；

民國95年12月制定糖尿病系列衛

教單張，提供病人疾病照護相關

知識。又於民國98年進行「糖尿

病病人血糖自我監測正確性」之

指標監測計畫，增進病人自我照

顧技能。

（十三）五官科護理

民國64年耳鼻喉科成立，民

國73年升格為耳鼻喉部。耳科以

突發性聽力喪失及慢性中耳炎病

人居多，由於突發性聽力喪失會

影響溝通能力、限制社交活動，

病人因而產生焦慮不安、挫折、

■		民國80年3月18日	

燒傷加護中心成立

vacor）。民國96年進行亞洲首例兒

童左心室輔助器植入手術（Berlin 

heart）。心臟移植對心臟外科技

術而言不是最困難的手術，但移

植前後的照護相對複雜許多，有

鑑於此，護理部更選派多位護理

人員赴德研習相關照護知識與技

術，用以貢獻所學，提升心臟移

植病人之重症照護課題。

（十）泌尿外科護理

泌尿外科首創經尿道攝護腺

切除術，發明電腦電刀切除攝護

腺，引進尿路動力學與性功能等

多項先進檢查，更在民國74年

引進全國第一台體外電震波碎石

機。另在臨床研究、全國性之泌

尿科學術研討會及推動男性學研

究⋯等學術性發展成績輝煌外，

並負責國內Viagra（威爾剛）大型

臨床實驗，績效斐然。

民國83年為因應健保論病例

計酬制度之實施，建構了TURP

及ESWL臨床路徑，為本院第一

個實施臨床路徑之單位，其路徑

表亦成為院方制式表格之標準，

日後陸續完成輸尿管鏡、經皮腎

造口取石術、經尿道膀胱腫瘤切

除術⋯⋯等10項臨床路徑，有效

縮短住院天數、控制成本並提供

高品質的服務。在民國87年間本

科設立專科護理師制度，提升護

理團隊專業能力，並建立專科護

理師跨科部之工作模式，頗受肯

定。



66 榮總護理半世紀的榮耀

不確定和孤寂感，進而影響生活

品質。民國97年因應耳部顯微鼓

膜成型手術方式精進，病人住院

天數縮短，完成「耳部顯微手術

護理指導改善專案」，減低手術病

人之焦慮，提升護理服務品質。

鼻科以鼻咽癌病人居多，另

針對化學治療合併放射線治療個

案數增加，治療與照護方式也隨

之改變，民國93年製作「鼻科手

術前後護理指導光碟」，提供病人

優質之照護。民國94年將鼻中膈

鼻道成型術納入臨床路徑，不僅

縮短病人的住院天數，也提高病

人滿意度。

喉科照護以聲帶疾病的病人

居多，針對全喉切除喪失說話功

能之病人，民國90年開始運用溝

通卡提供術後病人急性期使用，

減少知覺的剝奪，於民國91年完

成「喉科病人術後急性期溝通卡

改善專案」，且於恢復期後協助

轉介至「中華民國無喉者復健協

會」，學習發聲技巧以建立溝通能

力。因住院天數短，為提升照護

品質，減少醫療資源浪費，增加

病床週轉率，民國94年開始將扁

桃腺切除、甲狀腺切除、顯微喉

鏡等手術納入臨床路徑。

民國48年眼科原隸屬外科

部，民國64年獨立為眼科，民

國78年1月正式改制為眼科部。

眼科住院主要為白內障、青光眼

及視網膜病變病人居多，民國87

年1月，白內障 -水晶體置換術納

入臨床路徑，這類病人的住院天

數短，為提升護理品質，於民國

83年建立「眼科護理病歷與紀錄

表」、民國91年推動「提升視網膜

手術病人護理指導完整率」，民國

94年「創新趴床」及「眼部液氣體

交換手術病人術後趴臥舒適滿意

度改善專案」等護理創新服務，

深獲院內外專業人士肯定，為

眼科病人提供了專業與優質的服

務。

民國48年，牙科原隸屬外

科部，主要為門診照護作業，民

國64年獨立為牙科部，民國81

年成立口腔顎面外科專科病房，

並開始有住院病人照護作業。由

於口腔外科住院病人以口腔癌居

多，接受顯微重建術後，口腔清

潔及病人進食為照護重點，護理

人員分別於民國91年創新「空針

與留置軟針自製口腔沖洗器」、民

■	全喉切除病人溝通卡

■	自製口腔沖洗器

■	病人術後趴臥

■	趴床墊與趴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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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過量、中毒、戒斷等病人，協

助決定治療方向，更有助於了解

預後情況及病情改善，且提供門

診追蹤。

（十五）皮膚科護理

初時，皮膚科屬內科部之診

療單位，民國64年8月改為獨立

科，民國73年升格為皮膚部。

皮膚科病人以乾癬、接觸性皮膚

炎為多。皮膚專科病房提供照光

治療、治療性沐浴、密封療法及

外用藥膏塗擦等皮膚照護。早期

的照光治療、密封療法是以瑪爾

宜唐Margifon（Dithranol）塗擦後

照光，但其易使皮膚灼傷，因此

塗擦藥膏時需十分小心不可越過

正常皮膚，塗藥照光過程費時、

費力，於民國94年改由保鮮膜

進行密封療法，且照光儀也由平

躺式單面照光，改以直立式360

度照光儀，讓病人在短時間獲得

較完善的照光治療。治療性沐浴

（Medicated Bath）最常用的焦油

餾酚（Tars）類，即史帝富普麗液

（Polytar）是首選藥物，其可抑制

有絲分裂、表皮增生及抗發炎具

有止癢作用，常用來治療乾癬、

異位性皮膚炎，慢性苔癬化皮膚

病、銀屑癬等。治療性沐浴執行

時需先評估病人活動功能注意安

全，執行前先將身體洗淨再泡

澡，時間為15-20分鐘，頭、臉

勿浸泡，同時勿用力搓揉皮膚，

以減少刺激；另Polytar因含焦油

成分易滑，因此進入及離開浴缸

前後要防範跌倒。另外，本單位

製作了常見皮膚疾病照顧護理指

導單張及相關網路護理指導，提

供非專科病房護理人員及一般民

眾之參考。

國92年「改良式餵食輔助」，以協

助病人口腔清潔及進食。民國96

年設立口腔癌專責個案管理師，

針對口腔癌病人居家照護需求提

供持續之照護服務，落實五全護

理。

（十四）毒物科護理

民國75年2月成立臨床毒物

科對外24小時諮詢服務與臨床入

院治療，另成立臨床毒物防治諮

詢中心服務，護理部編制有兩位

諮詢護理人員，提供24小時線上

專業諮詢服務、協助診斷、治療

及轉診，中毒案件之登錄、分析

及作為防治之依據，持續培訓毒

藥物防治、諮詢專業人才，推廣

民眾之教育宣導與毒物防治之教

育。 

病房成立於民國79年7月，

服務對象以除草劑農藥中毒（有

機磷、巴拉刈）、戒斷、毒蛇咬

傷、安眠藥過量⋯等病人，而以

戒斷病人（安非他命、海洛因、

嗎啡）個案數為多，於入院治療

前經由醫師予評估再入病房，且

要求家屬需有24小時陪伴在旁，

通報駐警隊做查核該病人是否有

犯案或逃離刑責之嫌，三班巡視

病房，入院第三天會診社工師協

助戒斷穩定時介入協助。臨床毒

物科病人與一般疾病照護有不同

之處，大多數病人因自殺、誤

食、意外傷害、戒斷等等因素入

院治療，照護此類病人須注意防

範再次自傷，故須填報防範意外

事件、會診精神科、社工師、輔

導員及駐警隊協助。毒物科護理

的服務宗旨以協助臨床上懷疑藥 ■	直立式紫外線照光設備 ■	沐浴後塗藥

■	密封療法 ■	平躺式紫外線照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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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過敏免疫風濕科護理

過敏免疫風濕科於民國70年

合併於內科部，民國71年成立專

科病房，堪稱國內最具規模之過

敏免疫風濕科專科病房。

有感於自體免疫疾病人之苦

痛與無助，護理人員除盡心盡力

的提供臨床服務外，更以悲天憫

人精神參與各項社會服務工作；

經由各種病友團體之成立，增進

護理人員及病人溝通之機會。民

國75年，成立了台北榮總蝴蝶俱

樂部之病友團體，至民國80年更

結合全國各地病友組成中華民國

思樂醫之友協會，除定期舉辦各

種護理指導及聯誼活動外，並發

行季刊雜誌，現已為全國最為成

功的病友團體之一。嗣後，成立

了氣喘之友協會、全國性的類風

濕性關節炎之友協會及僵直性關

節炎關懷協會，更於民國94年11

月於B098病房成立衛教室，提

供病人更完善的服務。民國94年

完成「病人接受類固醇脈衝治療

後症狀困擾及護理指導需求之探

討」、民國97年完成「紓壓運動對

風濕科病人疼痛之成效探討」，以

實證精神進行研究發展，繼續為

提供過敏免疫風濕科病人良好之

護理努力。

（十七）腫瘤科護理

民國70年11月成立癌病中

心，首創門診化學藥物治療作

業，開始執行全院集中門診化學

藥物治療，開創了台灣地區癌病

日間門診化學治療作業的先河，

此創舉不但使癌症病人不須住院

能在安全而舒適的環境下得到專

業化的醫療照顧，節省病人住院

天數，使醫院的病床能作更有效

的運用，且降低醫療資源的耗

用。

民國72年成立血液腫瘤專

科病房，積極建立本國腫瘤護理

照護標準，開國內腫瘤護理之先

驅。但為因應與日俱增之癌症病

人之照護，以滿足病人照護需

求，於民國91年整建長青樓並擴

增為四個專科病房及門診化學治

療暨輸血中心，但該中心後於民

國98年整併至癌病中心，環境設

計採人性化溫馨之色彩、掛畫、

壁畫式隱藏中央面板、走廊開放

式洗手設備、柔和壁燈。建立跨

科護理服務，精神科護理人員於

民國91年6月開始與腫瘤科護理

人員共同帶領癌症病人及家屬支

持團體，獲得病人、家屬及醫療

團隊極大的肯定。為能緩和癌症

病人之心靈需求，於民國92年

9月增設佛堂、祈禱室，供病人

及家屬使用，更於民國94年9月

6日開始在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基

金會經費支援下，聘請宗教師每

週固定一天至病房探視有需求之

個案。腫瘤科護理人員除積極給

予病人化學藥物治療及常規照護

外，並定期舉辦病人慶生會，以

及端午節、中秋節、聖誕節等特

■	門診化療中心走廊掛畫及柔和壁燈

■	腫瘤病人及家屬支持團體

■	門診化學藥物治療 ■	門診化學藥物治療中心

■	宗教師探視腫瘤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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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節慶舉辦活動，提供病人多元

性心理支持。

民國73年5月成立骨髓移植

室，為接受超高劑量化學治療或

全身放射治療病人提供一封閉的

隔離病室。然因治療過程所帶來

之免疫力破壞與重建之副作用與

合併症，往往讓病人痛不欲生，

為提供病人良好的護理照護，建

立系統性全人照護模式，滿足病

人的身、心需求，對往後之骨

髓移植護理人員的教育訓練有莫

大之成效與貢獻；由於護理照護

品質成效佳，更接受多家醫院的

護理人員來院見習，如：台中榮

總、高雄榮總、高醫、和信等醫

院。

民國76年為使骨髓移植成

功病人出院後能走出疾病的陰霾

及適應，護理人員和醫師、社

工共同協助病友們成立「天蠶俱

樂部」，今已擴大更名為「中華

骨髓移植關懷協會」，護理人員

擔任協會理監事，是病友們重要

的支持與照護諮詢者，平日除提

供諮詢外，於協會舉辦活動時更

擔任隨隊醫療人員提供服務與支

持。

本院為促進國內癌症臨床研

究與中央研究院合作，於民國

80年選派6位護理人員參加腫瘤

護理人員研修班訓練，同年邀請

Washington Hospital兩位腫瘤護理

師來台，舉辦腫瘤護理訓練班，

進行臨床研究護士之培訓。民國

80年9月中正樓A191病房為國內

首創與中央研究院合作之癌症臨

床試驗合作病房，開臨床試驗研

究病房之先河，主要成員包括本

院護理人員及中央研究院聘僱之

研究護士，共同協助研究計畫之

執行。民國85年國家衛生研究院

（以下簡稱國衛院）成立，承襲原

中央研究院之合作計劃，持續與

本院進行癌症治療之臨床試驗研

究計劃。本院教研部亦於民國89

年及民國90年舉辦臨床研究護理

師訓練班，以期培養更多優秀之

臨床試驗研究護理師人才。民國

96年7月因國衛院之組織規劃與

整合，與本院結束長達16年之

癌症臨床研究之合作關係，本

病房與醫療團隊持續執行院內

各項癌症醫療之臨床試驗與治

療計畫，期使癌症病人之治療

契機出現更璀璨的成效。

■	腫瘤病人慶生活動

■	中華骨髓移植關懷協會病友郊遊活動

■	母親節慰問腫瘤病人

■	骨髓及血液幹細胞移植20週年慶祝
大會活動（民國93年）

■	癌症合作病房簽約儀式—中研院吳大
猷院士(左)、本院羅光瑞院長(中)、

衛生署張博雅署長(右)

■	彭汪家康院士(右二)率醫護團隊探視
腫瘤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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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7年6月在護理人員不

斷爭取下，藥劑部開始執行化學

藥物 IV admixture，大大提升了護

理人員工作職場之安全性，並於

同年9月進一步將化療藥物配送

至病房，提供癌症病人及家屬最

佳的照護服務，同年國民健康局

癌症診療品質認證獲評為A級。

（十八）婦產科護理

台灣近年來因為生育子女數

減少，社會期望提高，生產經驗

也有所改變；產婦在待產期間，

配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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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致力於滿足產婦及其家庭

在生育期間的需求，提供產後母

親與新生兒最切實的護理照顧，

並提高產婦育嬰及母乳哺餵能

力，於民國79年10月首創推展

母嬰同室護理模式，為台灣母嬰

照護邁出一大步。民國88年參與

台北市衛生局推動準爸爸陪產制

度，每月陪產率在70~80%，為

全國各醫院在此項推展計畫中表

現卓著之醫院。民國89年台北市

衛生局首次辦理母嬰親善醫院認

證作業，民國90年由行政院衛生

署國民健康局委託台灣婦產科醫

學會開辦認證作業，民國96年再

轉由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

質策進會辦理，歷年來本院均獲

得多次認證通過。

為使護理人員展現獨立的護

理功能，提供更優質的照護，民

國90年推動樂得兒生產模式（La-

bor / Delivery / Recovery；LDR），

將待產、生產、產後復原，All 

in One的安排在一個以產婦為中

心，溫馨又充滿愛的房間內，

由同一組醫護人員照護，降低陌

生、焦慮及不安，經建構軟、

硬體設備、人員準備並與科部醫

師溝通協調後，由初期的每年

20~30人至今已逐年提高使用率

達60~70人，參與之醫護人員及

產婦都有滿意的評價。為配合國

家政策，推動母乳哺餵，由本部

主導籌設立「母乳哺（集）室」於

民國97年底正式成立。

（十九）兒科護理

民國57年9月成立，包括病

嬰室、嬰兒與新生兒病房、兒童

外科病房、兒童內科病房、兒科
■	母乳哺（集）室成立

■	以家庭為中心的護理指導 ■	小兒洗腎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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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病房、兒童加護病房。民國

84年3月於中正9樓，成立了全

國唯一的小兒血液透析室，並於

民國85年12月成立小兒腹膜透析

室，此乃專為各年齡層幼兒及兒

童所設計，為全國首創。為減少

住院病童之壓力及恐懼，兒科制

服於民國75年6月全面更改為花

色襯衫配白色長褲、褲裙或六片

裙，創全國第一家兒科護士穿著

非傳統式之花色制服，讓兒科護

士更易與兒童溝通並建立關係。

民國80年兒科腫瘤病房與胸腔外

科移植小組共同照護亞洲首例肺

臟移植病人，護理人員提供24小

時悉心照護，為肺臟移植開啟了

新的一頁。民國83年6月兒外病

房成立國內首座「兒童癲癇錄影

監測病房」，頑固型癲癇兒童癲

癇發作時可同步進行腦波及影像

之錄影，護理人員提供24小時

照顧，做為兒童外科術前整體性

評估，提升癲癇兒童照顧品質。

為了協助早產兒父母因應養育過

程中須面臨的一連串的壓力及危

機，本院早產兒回娘家活動於民

國89年應運而生，活動中護理

人員引導早產兒家屬彼此分享經

驗，並藉由專業醫療團隊提供醫

療及早期療育諮詢，加強社會大

眾對早產兒的認識與關懷。 

（二十）精神科護理

民國68年成立精神科病房，

全國首創採開放式護理站提供精

神科病人人性化照護服務，病房

內兼收男、女病人且可著便服，

促使其社會化，增加人際互動機

會，室內裝置安全又美觀之鋼紗

窗、子母門設計，以及由外可開

啟之廁所門栓，增加病人住院之

安全性。

護理部為因應精神科病房成

立，增進護理人員專業知能，於

民國68年舉辦二期精神科護理人

員訓練班；民國69年5月研聘美

國戴真理教授至本院，指導護理

人員「再動機化團體（Remotiva-

tion Group）」，以及「此時此地團

體（Here and Now Group）」的 認

知與技能，開創護理人員帶領團

體治療之先鋒。民國74年首創精

神科門診護理諮詢服務，護理人

員為能提供精神病人多元的照護

服務，更帶領不同種類之團體，

相繼於民國77年12帶領「現實導

向團體（Orientation Group）」，民

國78年3月「社交技巧訓練團體」

等，發揮精神科護理人員獨特之

角色與功能。民國79年10月成立

酒藥癮團隊，護理人員積極參與

酒藥癮病人及家屬之照顧。

民國81年3月設立一開放性

精神科病房，病人可自由進出病

房，護理人員提供病人不同的照

護模式，並加強病室管理規則之

建立。民國84年精神科病房區

分為青少年、成人及老年等三個

急性病房，加強次專科護理之特

色，護理人員更於青少年病房帶

領「自尊重建團體」、成人病房帶

領「人際互動團體」、老年病房帶

領「懷舊治療團體」。民國91年建

立跨科至腫瘤科每週一次帶領支

持團體服務，提供癌症病人情緒

照護，拓展精神衛生護理服務之

範疇。

■	兒科病房協助治療的祕密武器

■	精神科病室子母門設計

■	蘋果姐姐與香蕉哥哥探視病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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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日間病房成立於民國

69年1月，由護理師負責病人工

作技巧之訓練。民國78年接受衛

生署居家治療試辦精神病人居家

訪視計畫，而於民國84年7月始

由本院自行辦理日間病房展開居

家精神病人訪視，由精神科護理

師兼任居家治療業務，民國93年

專責精神科居家護理師一名，持

續擴大推展社區居家護理業務。

精神科日間病房於民國88

年接受台北市教育局委託辦理國

中、高（職）補救教學及「青少

年情緒障礙特殊教育班」，針對

12-19歲情緒障礙、無法適應學校

之青少年個案設有國中、高（職）

中特教班，提供人文、科學、藝

術、人際互動及生活適應等相關

課程，更輔導返校事宜，協助國

三畢業生完成鑑定安置作業，得

以順利升學。另護理人員也積極

輔導病人就業，民國86年訓練病

人至本院從事內外勤之工作，民

國90年接受勞工局補助支持性就

業計畫，合作之職場除本院外包

清潔公司及一般餐廳外，積極與

其他公益服務團體或民間企業聯

繫。也為增加病人成就感，提升

回歸社會之自信心，護理師積極

訓練病人，於民國94年起參加中

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主辦「健心

盃」精神障礙者社區才藝交流競

賽，每年均獲得諸多殊榮。

（廿一）門診及社區護理

民國48年3月本院開始門診

作業，民國59年及66年第一門

診及第二門診大樓啟用，民國81

年改建第三門診，民國82年成

立戒菸門診，民國87年成立院

外「大我門診」，為使民眾就醫更

便利，民國88年5月成立夜間門

診，民國92年SARS期間成立發

燒篩檢站（民國93年4月移交急

診），民國93年9月院令停止「內

外科夜診」開辦「整合性門診」，

因應人口高齡化，民國95年4月

開辦高齡醫學整合門診，以完整

■	生活座談會

■	青少年日間病房向日葵學園

■	精神科病友參加才藝交流競賽

的專業團隊服務高齡民眾。

門診診療分為內外科、婦兒

科、牙科、眼科、耳鼻喉科，

而護理服務包括診間護理、門診

手術護理、管路照護、預防保

健（如老人健康檢查、流感疫苗

施打、榮民服務）、異常事件處

理、危機處理（電腦當機、颱風

臨時門診）。民國86年9月設立護

理諮詢櫃檯，提供民眾醫療諮詢

服務，諮詢方式包括現場諮詢、

電話諮詢、諮詢轉介，內容則包

括疾病照護、檢查指導、各科護

理指導及衛教單張解說、預防保

健、就醫科別服務及其他諮詢等

項目。診間除提供看診指導外，

並提供個人及團體護理指導，以

增進民眾自我照顧知能。民國90

年1月，推行門診服務理念，期

許以「用心」、「愛心」、「耐心」三

顆心服務，以達到「同仁樂意」、

「病人滿意」為目的。民國92年，

SARS來襲，門診成立發燒篩檢

站，護理人員負起第一線的防治

■	老人懷舊治療團體

■	向日葵學園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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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6年進行研究探討「門診護

理人員的角色功能與工作表現」，

將研究結果應用於門診實務工作

上，以建立門診護理人員新形

象。

門診作業隨著時代衛生政

策及本院政策而賦予新的任務挑

戰，民國82年12月診間資訊化，

民國84年3月全民健康醫療保險

實施，全面改用健保卡看診，民

國90年1月架設門診護理網際網

路供民眾瀏覽。民國93年1月配

合健保局推行全面使用 IC卡，民

國93年7月配合健保局推行「門

診自主管理」，又配合醫院因應措

施停止「內外科夜診」，開辦「整

合性門診」。民國93年配合國民

健康局推動腎臟保健計畫，加入

「腎臟保健推廣機構」，設立個人

護理指導室，與腎臟科共同推動

門診慢性腎臟病防治工作，以增

進病人對疾病的認知，提升自我

照護技能，延緩慢性腎臟疾病病

程進展。民國94年7月配合健保

局推行「轉診制度」，民國96年新

增眼科晶體藥物注射門診手術，

民國98年增加手外科及心臟血管

外科門診手術。民國97年門診電

腦OS系統更新為WINDOWS系

統。民國98年全面普查訂正門診

病人基本資料及門診不調送紙本

病歷，政策推動過程中護理人員

■	護理諮詢服務

■	二門診啟用（民國66年）

■	中央大樓一樓大廳掛號處

任務，在爾後新興傳染病預防上

亦賦予重要的角色功能。門診護

理是醫院服務的第一線，也是民

眾全程健康照護重要的一環，提

升門診品質是門診護理推動優質

服務的既定方向，推展服務監測

如「門診護理形象與服務」、「走

動式現場考核」、「環境管理評

比」、「電腦當機應變稽核」等稽

核。民國93年推動「門診慢性腎

臟疾病個案管理專案」。民國94

年為維護病人用藥安全，組織品

管圈（藥安圈），降低門診護理

單位公藥保存不正確率，獲特優

獎。民國95年藥安圈續進行「降

低門診注射藥物不適反應的預防

作業不完整率」專案獲佳作獎。

■	門診護理藥安圈

■	門診護理服務標章

■	開辦高齡醫學整合門診（民國95年） ■	大我新舍門診（民國87年）成立

■	第一門診大樓啟用 ■	一門診一樓裝設電動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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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全力以赴配合執行，使政策推

動順利達成。

婦幼保健方面，民國89年首

度通過台北市衛生局「婦女親善

服務」醫院，民國93年實施婦女

子宮頸抹片檢查主動提示系統；

民國94年配合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愛滋病防治工作計劃實施孕婦全

面愛滋篩檢，又配合衛生局執行

「北市外籍暨大陸配偶孕產前健檢

經費補助計劃」，及實施預防接種

管理。民國96、97年通過母嬰親

善醫療院所認證。

台北榮總門診護理積極參與

及推動社區醫療服務，民國73年

成立雙親教室，由產、牙科醫師

及門診、產房、產後病房、嬰兒

室之護理人員及營養師共同參與

講授。民國87年門診護理人員主

動走入社區，認養北投及士林區

鄰近區里、幼稚園及大我門診，

提供健康篩檢及健康教育，推展

社區健康營造。後奉輔導會指示

本院擴大辦理社區醫療服務，並

配合衛生署推動「社區健康營造

計劃」，由社會工作室負責協調籌

備每年舉辦四場大型社區醫療服

務至今，除與臨近士林、北投區

居民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係，也

落實醫學中心深耕社區的醫療理

念。

社區醫療服務需結合機關團

體及熱心人士（衛生局、健康營

造中心、健康服務中心、里辦公

室、公益團體）及社區資源，篩

檢項目含尿液、血壓、血糖、子

宮頸抹片、骨質密度、眼壓、口

腔檢查、乳房篩檢、兒童健康檢

查、中醫諮詢、營養諮詢、護理

諮詢及醫療諮詢服務。民國96年

加入「代謝性症候群篩檢」，民國

97年加入「藥物諮詢」，民國98

年加入「慢性腎臟病諮詢篩檢」。

每次社區健康篩檢民眾都相當踴

躍，人數約為200餘人，平均滿

意度高達95%以上，且透過社區

篩檢活動發現的異常個案均提供

轉診單轉介至本院追蹤。健康教

育方面，在社區及門診舉辦健康

講座，宣導癌症預防，提供健康

知識，教導居家自我照護技巧；

推展婦幼保健如母乳哺餵。民國

59年開始學校健康服務，定期至

榮光幼稚園，灌輸幼童學習正確

個人衛生觀念、生活環境輔導、

兒童健康檢查服務，並支援鄰近

托兒所、幼稚園進行兒童健康檢

查服務等，成果斐然。

■	學校健康服務

■	推展社區健康營造

■	中正樓大廳的預防接種現場

■	院長蒞臨社區活動（民國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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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健檢護理

健康檢查在榮總分為一日健

檢、二日健檢、重點健檢、將

官健檢，民國54年起開設住院體

檢，為期5天的健康檢查每梯次1

至2人。民國57年住院體檢床位，

為期3天增至每梯次5到6人。

陸續增加為40人的健康檢查。民

國70年5月更改為兩天一夜的健

康檢查，每週三梯次，並改為健

檢室⑴及健檢室⑵位置設在一門

診。民國78年9月喬遷至中正樓

15樓。並更改名稱為A151、A152

及A153病房。各設立20張床，

每梯次40人。更於民國87年8月

率先將A153改為一日健檢，共

17床。健檢為服務健康受檢者，

將內視鏡室、超音波室、一般檢

查室開始集中於十五樓。民國89

年增設半日重點體檢，開始台電

及合約體檢，該年榮科成立。民

國91年1月一日體檢開始與榮科

（醫學影像）合作。民國92年3月

因 SARS疫情流行A151、A153關

閉，人員調出支援5個月再重新

營業，民國92年積極籌劃與麻醉

科、大腸直腸科、腸胃科合作，

開始一日體檢無痛內視鏡檢查。

更 在93至95年A151、A152及

A153病房陸續進行硬體環境改造

整建並更新家具設備。

預防醫學護理部份，於民國

93年9月開始試行健康管理（由

每位護理人員進行護理指導、收

案、電話追蹤）。為配合業務之

進展，精檢人力電腦資訊的更新

及利用，不斷落實於實際業務

中，如利用多媒體，將入院環

境介紹、胃鏡檢查及腸鏡檢查之

解說內容標準化、電腦化管理及

建檔，重新修訂所有護理衛教單

張、健檢簡介手冊等。民國93

年10月推廣體檢向外走，配合

門診活動，參加社區服務，民國

93~100年為配合國家推廣醫療產

業的政策，護理人員赴世貿中心

參與相關展覽與行銷活動推廣榮

總健康檢查，是會場唯一的公立

醫學中心參與單位。也參與外貿

協會海外推廣醫療產業活動，由

梁穎督導長代表赴北京、廣州、

美西等推廣。

■	健檢休息房

■	世貿一館	2004健康大展

■	世貿一館2009醫療產業展

■	健檢交誼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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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起規劃健康管理分為

癌症、腸胃系統疾病、代謝症候

群心血管等三大部份，積極自創

研發相關資訊。期望健檢護理業

務依不同組套，由護理人員安排

完成各項檢查流程，檢體謹慎查

核並送出機制標準無誤，健檢房

間環境優雅清新及周全服務備盥

洗包等，在受檢者意見調查、健

康護理諮詢、健康管理均逐步將

醫療服務與企業化方向邁進中。

（廿三）急診護理

台北榮總急診部於民國77年

首創實施檢傷分類，為我國第

一個建立急診檢傷分類制度之醫

院，並由護理人員擔負此重責大

任，也開創了檢傷護理之歷史新

頁。所謂「檢傷分類」是將求診之

急診病人依疾病的嚴重度及急迫

性，經專業人員篩檢區別輕重緩

急，來決定看診的先後次序，以

確保緊急療護之品質。民國83年

進行「由檢傷分類系統探討急診

護理時數」研究，除建立了急診

護理時數基準外，也對急診人力

成本計算提供了具體資料，協助

健保局對檢傷分類給付之訂定功

不可沒。民國91年完成掛號與檢

傷同時進行，並以電腦軟體輔助

檢傷篩選工作，全面進入電腦化

時代。現今急診檢傷分類已普遍

於全國各大醫院實施，並將觀念

深植全民大眾，讓忙碌的急診部

看診效率提高，服務品質更上層

樓。

台北榮民總醫院為北部地區

醫療網首屈一指之醫學中心，於

民國78年完成中正頂樓停機坪，

並設有助航設備，自民國79年起

負責東部及離島如金門、馬祖、

澎湖等責任區緊急醫療空中轉診

業務，此項空中緊急援護作業為

24小時待命任務，整合醫院中急

診醫療團隊、工務部門、警衛人

員等，由專用、專人管理電梯直

登頂樓，以確定空運急診病人運

載之安全。急診緊急醫療空中救

護自民國79年迄今已完成664件■	榮總第一關：急診檢傷 ■	啟用空中緊急救難（民國79年）

■	健檢團隊參加國際會議 ■	梁穎督導長參與亞太海外醫療產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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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診業務，平均每年35件，其中

來自離島共513件及本島偏遠地

區共151件。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高華柱主任委員因鑑於急

診醫療人員工作忙碌，難以分身

提供單身榮民病人之人文關懷，

而單身榮民病人年歲漸長，更顯

孤伶，為落實對榮民病人照護的

美意，高主委授權第六處於民國

95年1月「為加強急診單身榮民

病人人文關懷與照顧，分配替代

役男至急診服勤」，院方授權社

工室主導，並負責替代人員之生

活管理，總務室、人事室、會計

室、營養部、政風室、資訊室協

助辦理相關事務，急診服勤管理

則由急診部與護理部共同負責，

主要服務區域以單身榮民觀察區

（D區）為主，以協助單身榮民

完成就診流程。自民國95年3月

起，替代役之役期從數月至1年2

個月，提供病人之服務量每個月

亦由初期的三百多人增至目前的

九百多人次，服務的內容包含預

防病人走失、跌倒、協助過濾周

邊可疑人物、口腔照護（盥洗用

物準備）、協助喝水、協助下床

至廁所、下床活動、輔助器使用

（輪椅、助行器）、維護病人環境

整潔、辦理住院 /轉院及出院、

協助購買日常 /衛生用品、購買

食物 /領藥、聯絡榮家 /榮民服務

處 /家屬 /親友、協助叫車 /上下

車服務、補辦證件、情緒支持、

陪伴、協助安撫榮民、病人財產

存取等。

（廿四）加護護理

1.�骨髓移植加護中心BMT

骨髓移植加護中心早期由台

灣電力公司核電廠與本院簽署醫

療救護約定而成立之無菌室，主

要是做為核傷病人救護場所，後

因本院骨髓移植對血液疾病的療

效在國際上獲得重視，民國73

年成立骨髓移植小組，而輔以核

傷隔離病房作為骨髓移植無菌病

室，收住骨髓移植病人。於民國

84年4月遷至核傷大樓（正子中

心），於民國87年更編屬為骨髓

移植加護中心。骨髓移植加護中

心之無菌室乃由Laminar Air Flow

所構成之病室，可過濾空氣中

99.97% 之懸浮顆粒及微生物，供

給病人近乎無菌之空氣，以因應

抵抗力低下的病人。移植環境，

由早期密閉式環境改為半開放式

環境，環境設備上更完善及人性

化，移植病房設立迄今已有900

多人曾住入接受診療，移植種類

包括親屬間異體移植、自體骨髓

移植、非親屬異體骨髓移植、

臍帶血移植、非殲滅性骨髓移植

等。移植年齡上限從55歲提升到

70歲，移植病人從早期的嚴格選

案以治癒為目標，進展至今涵蓋

救援治療。整體移植成績5年存

活率近6成能與國際成效媲美，

尤其是非親屬骨髓移植5年存活

率近5成，成績斐然。

2.�燒傷加護中心BU

為因應燒傷病人之照護需

求，正壓之燒傷加護室於民國

80年正式啟用，收治中、重程

度燒燙傷病人。為增進大面積燒

傷病人之治療效果與換藥期間之

■	替代役男予榮民關懷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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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民國80年護理創新「無菌

紗布」包醫材，將每包5-10片裝

之4吋紗布，改裝為每包40片裝

之「散紗」，契合燒傷病人大型換

藥之需求。民國85年簡化整形外

科病人無菌浸泡術，研發無菌治

療保護套應用於病灶浸泡術，有

效樽節醫護人力與耗材成本。民

國87年鑑於重症合併氣管內管留

置病人及外籍病人溝通表達之需

求，護理人員集思廣益研製圖文

並茂之「溝通畫冊」，提供醫護人

員與病人間之溝通工具，滿足病

人之基本需求並有效降低住院治

療之焦慮。為持續關懷氣管內管

留置重症燒燙傷病人長期使用咬

口器造成之口腔內創傷，於民國

89年創新發展「改良式口咬器」，

依病人口腔尺寸量製，此舉積極

降低口腔創傷之合併症。因手部

燒燙傷重症病人無法以手按壓呼

叫鈴之需求，民國90年創新製

作「改良式紅燈固定架」，滿足不

同需求之重症病人。民國93年改

良本院病歷夾標示牌。上述各項

護理創意與改良措施，均以病人

及臨床照護之需求為基礎，以提

升照護品質為目的積極研發之作

品，目前均全院平行推展，持續

使用中。

3.�冠狀動脈加護中心CCU

冠狀動脈加護床首創於民國

64年僅為心臟留護之單位，民國

74年12月改置為冠狀動脈監護

病 房（Intermediate Coronary Care 

Unit, ICCU），而冠狀動脈加護中

心（CCU）於民國78年12月才正

式成立。因考量提供人性化及整

潔舒適的醫療環境，重症病人及

介入性檢查病人必須有所區隔，

於民國90年將冠狀動脈加護中心

擴充為A及B區，A區為重症區，

B區為介入性檢查床及次重症

區，藉此提升照護品質。隨著醫

療科技的日新月異，護理業務同

步成長，以創新、研究、專案、

個案報告實現提供人性化、整潔

舒適的優質安全醫療環境，給予

急性期心臟重症病人最佳的專業

醫療照護及協助病人和家屬渡過

焦慮壓力期之服務宗旨。

4.心臟血管外科加護中心CVS

心臟血管外科加護中心A

（Cardiovascular Surgery Intensive 

Care unit A）成立於民國69年（原

名CVSI於民國97年4月更名），

位置設於思源樓手術恢復室內，

負責心臟外科重大手術後即刻照

護；心臟血管外科加護室（原名

C.V.S.U）成立於民國81年，位置

設於思源樓10樓，負責心臟外科

■	CVSA整建及更新（民國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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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手術後持續照護。為因應臨床

病人的疾病嚴重度不斷提升、設

備需求相對提高等因素，CVSA於

民國97年整建及更新，並重新開

幕啟用，將加護中心與恢復室之

區域獨立，現有一張空調獨立之

單獨隔離床位，以提供特殊需求

病人之使用及提供病危及重症病人

最佳品質之醫療照護。

5.�急診加護中心EICU

急診部於民國78年遷入中

正樓初期，急診就診人次不斷上

升，病人的疾病嚴重度亦不斷的

提升，重症病人散佈於各區，

不但增加醫護人員的壓力，更可

能影響病人的照護品質且受限於

專業分工精細與住院床位有限的

情形下，部份重症病人須於急診

觀察區接受後續密切照護，初期

急診危急重症病人散佈於各觀察

區，為確保病人的照護品質與降

低護理人員工作量過度負荷，於

民國81年10月將散佈各區的危急

重症病人統一收治於外科觀察區

之「Y」區集中照護並成立「急診

重症觀察區」，定位於「先急救、

後加護、再分科」的層級，期能

提供危急重症觀察病人較佳之醫

療照護品質，且於民國84年6月

健保實施後申請成為全國第一個

急診加護中心，遂更名為「急診

加護中心」，每月收治人次高達

200人，佔床率八成以上，平均

住院天數1-2天，依病人病情穩

定與危急程度再後送一般病房或

專責加護中心持續性之照護，且

連續數次獲得衛生署與台北市政

府衛生局甲級加護中心評鑑之肯

定，成為全國之首創，亦成為各

醫院標竿學習之參訪對象。

6.�內外科加護中心ICU

民國65年3月本院成立第一

個加護中心收住全院重症病人，

於民國77年擴增，分為 ICUA與

ICUB二區，ICUA專收住內科的

重症病人，ICUB專收住外科的

重症病人；於民國87年再擴建成

立 ICUC，內科重症床數增為21

床，外科重症床數為21床；民

國97年8月，本醫護加強中心任

務編組成為重症醫學部，以完善

及安全的醫療設備，提供重症病

人及家屬健康需要為主之加強照

護之環境；以優秀之醫療團隊讓

重症病人可獲得高品質的醫療照

顧。

7.�神經加護中心NCU

於民國65年創辦，提供神

經科病人術後的加護照顧，以收

治神經外科術後病人及神經內外

科急、重症病人為主，採分區護

理模式，落實五全護理，並依據

神經科護理理念執行臨床護理照

護，包括以病人為中心之全人照

護模式，運用危機理論、人類需

求理論、團體治療以協助病人及

家屬共渡危機。關注病人與環境

的互動，每一病床均有窗戶，引

進陽光以加強病人的定向感。強

調醫療團隊合作模式，提供重症

病人高品質之臨床照護，重視臨

床教學，每日晨間案例分析，定

期個案討論等，提供臨床醫護人

員、醫護學生、外國護生及所有

醫療小組成員優質的學習場所。

神經外科加護中心於民國86年

11月啟用，主要是因應神經外科

病人常伴隨神經功能損傷致呼吸

■	急診加護中心（民國84年）

■	內外科加護中心病房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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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脫離需要時間較長、病人家屬

焦慮程度較高下成立。主要收治

神經外科病人、血流動力學較穩

定但仍加護照顧、無法順利脫離

呼吸器需進行呼吸訓練之病人。

設有一張單人房，提供感染、需

保護性隔離或需安靜休息病人使

用。

8.�新生兒加護中心NICU

成立於民國84年5月，以

出生五個月內重症早產兒，或出

生四個月內病況危急或經歷重大

手術必須接受加護照顧之病嬰為

主。因為NICU初雖訂定訪客時

間，但見於親子關係建立之重要

與鼓勵母乳哺餵及以家庭為中心

之理念，民國85年7月始實施彈

性訪客制度。民國86年成立早產

兒父母支持團體，提供住院中新

生兒的父母心靈、情緒上的抒發

及滿足其照顧技能需求。另成立

周產期醫療轉診小組，為服務更

多重症周產期新生兒及增加本院

新生兒加護病房病床應用率。民

國89年成立母乳庫，為確保母乳

於收集、儲存及準備上有良好的

品質管控，並提供資訊及指導母

親哺育住院中的嬰兒，制度化管

理捐贈的公母奶，保障捐贈者與

受捐者的權益。民國97年6月成

立新生兒安寧小組，協助新生兒

父母面對新生兒死亡時之震驚、

難以接受，甚至抗拒與憤怒等，

並為其準備一些值得紀念的物

品，此實際可觸得的回憶來協助

他們面對失落與傷痛。

9.�兒童加護中心PICU

於民國69年3月成立，收

治4個月以上之兒童病患。民國

85年通過衛生署醫院加護病房甲

級評鑑。民國87年7月CVS開始

於兒童加護病房增設一名專科護

理師，協助開心手術術後病童照

護。同年本病房為了減輕住院病

童分離焦慮，開始試行彈性訪客

政策，讓病童之主要照護者得以

在加護中心內陪伴病童，此措施

於民國91年列入正式探訪政策施

行至今，有效提升主要照顧者學

習及參與照護的機會與能力，成

效獲得肯定；同年為了緩和及轉

移住院病童之不安情緒，故於兒

童加護病房每一床增設固定懸吊

式電視機，適度轉移及舒緩住院

病童住院壓力，讓護理人員可藉

由一些兒童熟悉之電視節目促進

和病童溝通。

民國93年完成國內首例因

肝靜脈及下腔靜脈阻塞而進行兒

童活體肝臟移植的案例，在護理

人員除了提供嚴密之隔離照護預

防感染之外，尚包括呼吸照護、

血流動力學監測、投予免疫抑制

劑以及每日之各項血液監測，協

同移植小組醫師和社工師及營養

師等通力合作，成功完成術後照

護，並制定出「肝臟移植病童術

後照護常規」。民國96年，完成

榮總首例成功兒童心臟移植術後

照護，醫護人員、社工師和營

養師通力合作照護下順利出院返

家，同年為因應偏遠地區家屬就

醫後缺乏居住地點，開始和麥當

勞之家合作，提供外縣市家長住

宿休息場所。民國97年，首例

大陸1歲女童因氣管軟化症導致

呼吸衰竭，以國際醫療方式申請

至本院兒童加護病房進行醫護照

■	巴掌仙子的照護

■	兒科團隊共同照護病童

■	重症早產兒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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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除了醫療上施予軟式支氣管

鏡內支架置放術外，護理人員在

術前術後提供嚴密之呼吸監護、

營養照護及父母之返家後相關照

護需求之護理指導，使得病童得

以於5月份順利出院，開啟大陸

病童以國際醫療合作方式至兒童

加護病房就醫。

10.�胸腔加護中心RCU

於民國72年成立，其中含

胸腔內科及胸腔外科床位，全區

為獨立空調，內有2間隔離室；

一隔離室採負壓空調，可供肺結

核等傳染病病人使用，另一為保

護隔離室採正壓空調，可供肺臟

移植或免疫抑制病人使用，病房

採光良好有晝夜區分，以減少加

護病房症候群的發生，且視野良

好，有助紓解病人及工作人員之

壓力。本病房以提供人性化、整

潔舒適的優質安全醫療環境，給

予急性期胸腔重症病人最佳的專

業醫療照護為服務宗旨。

11.�術後加護中心RICU

因術後重症病人不斷增加，

在各加護中心床位有限的情形

下，術後病人留置中正恢復室加

強照護的案例逐漸增多，為確保

病人的安全與照護品質，以及減

少因重症病人滯留恢復室而影響

手術室、恢復室作業流程，或影

響一般術後病人的恢復，民國83

年7月於中正恢復室內成立「術

後加護中心」，以重大手術後、

臟器移植手術後、手術中CPR、

大量失血等需加護護理的病人為

照護對象，由麻醉醫師兼任病房

主任。每月收治人次高達180-200

人，平均住院天數1-2天。依病

人病情與術後恢復情形再轉送一

般病房或專科加護中心持續照

護。

12.�呼吸治療加護中心RTCU�

於民國88年7月成立，為

造福更多使用呼吸器病人能夠儘

早脫離呼吸器，在醫護團隊成員

共同努力下，呼吸器脫離率為

78%，已幫助3053人次成功脫離

呼吸器，遠高過一般加護單位，

持續一貫高品質照護，提供具個

別性之護理服務，另提升照護品

質於民國90年成立品管圈，進行

品管專案計劃如「低院內泌尿道

感染發生率」、「提升病人血糖控

制及氣切造口照護程序完整率」、

「降低感染性廢棄物量及電子病歷

使用缺失率」、「提升病患及家屬

護理指導之滿意度」、「降低腹瀉

率」、「提升中心抽血及管路置入

消毒正確率」等，經由品管圈運

作，提升護理照護品質，為病人

謀得最大福祉。

13.�腦中風加護中心SCU

民國87年成立腦中風加護中

心（SCU），成為全國第一個照顧

急性腦中風加護中心，每月服務

兩百多人次病人，佔床率八成以

上，平均停留天數6-9天。重症

照護的適應症以中風發作3小時

內使用溶栓劑後需密切觀察者、

發作頻繁之暫時性腦缺血需使用

抗凝劑者、進行性腦中風需密切

觀察者、動脈狹窄施行放射科動

脈成形術（PTA）或支架植入者

（Stent）、急性腦梗塞發作24小時

內住院、腦出血需觀察是否手術

者、急性腦中風併發呼吸窘迫症

■	RCU負壓隔離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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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者。民國98年成立腦中風個管

師，提供病人適時監控、個別性

及持續性照護，經由現有資源整

合與其他專業團體密切合作，加

強教育訓練，提供病人及家屬護

理指導，建立一套急性中風處理

準則及流程，提供專業性護理照

顧。

（廿五）手術全期護理

民國48年手術室設立於中央

樓佔地四百餘坪，設有7間手術

間及十張恢復病床，最先開放一

般外科、胸腔外科，其餘各科漸

次開放，婦科於民國54年開放，

口腔外科至民國65年開放，每個

手術間分配二科以上共用，民國

70年婦科手術遷至婦幼中心成立

婦幼手術室。民國66年興建中正

大樓（現思源樓）設立中正樓手

術室，佔地六百坪，設有10間

手術間及20張恢復病床，遷入

原中央樓手術室之一般外科、胸

腔外科、心臟血管外科、神經外

科、泌尿外科、直腸外科、整型

外科、骨科、手外科等，各科有

固定的手術間，全國首度使用西

德Maquet手術床系統接送手術病

人，提供最佳感染管制，同年成

立器官移植手術護理小組與一般

外科醫師團隊完成首例腎臟移植

手術；民國77年中正樓手術室興

建完成，佔地一千五百坪，設有

26間手術間及37張恢復病床，由

舊中正樓手術室（原思源樓手術

室）遷入部份科別手術，有一般

外科、胸腔外科、神經外科、泌

尿外科、直腸外科、整型外科、

骨科、手外科、急創科、移植外

科使用，業務更蓬勃發展，並建

置國內首創手術病人動態螢幕顯

示系統，提供手術病人資料，減

輕手術病人家屬焦慮，同時他院

紛紛來院觀摩仿效；后於民國79

年，更名為思源樓手術室，以心

臟血管外科、眼科、耳鼻喉科、

	 	 手術前期訪視病人	 手術前等候區病人照護	 手術後期病人照護

手術中期病人照護

手術全期護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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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中期病人照護

手術室設備演進

思源樓手術室

（舊中正樓手術室）

中正三樓手術室自77年

中正樓新大樓啟用西德Maquet手術

	 97年11月中正三樓

手術室A區手術床暨

更新手術室更新整建

口腔外科及泌尿外科之體外電震

波碎石手術為主。民國80年矽肺

塵症病人全亞洲首例肺臟移植手

術。於民國84年增設一間心臟血

管手術間，民國91年體外電震

波碎石室遷出。民國93年Budd-

Chiari syndrome with intrahepatic 

IVC and right hepatic vein throm-

bosis病童首例活肝移植手術。民

國96年完成國內首例骨牌換肝手

術。並赴越南協助河內兒童醫院

換肝手術護理。民國74年與法國

巴黎醫療聯盟所屬醫院建立手術

護理訓練交流計畫，自民國74

年至民國94年間每年均派遣數

員手術室護理人員研習手術室護

理，擴展國際視野，返院提出建

言，改善手術室護理措施。同年

薦送手術室護理人員赴美Cornell 

Medical Center及NY Columbia 

Prebyteria Hospital研習手術全期

護理及手術室個案車系統，返國

建置本院手術個案車作業系統，

民國77年正式啟用手術個案車作

業系統，避免交叉感染。民國79

年建置手術工時管控系統，將手

術過程切割為八個時間點，以時

間研究法計算，紀錄各個時段的



84 榮總護理半世紀的榮耀

時間並監測分析，作為護理作業

流程再造之根據，並且帶動醫療

團隊減少無效時間，增進手術室

之利用率，同年也成立手術室管

理委員會，由護理人員擔任執行

秘書及委員，與手術團隊共同綜

理手術室各項作業改善及建議，

以加強管理並提高手術室之工作

效率。民國81年提出以HELP-

ERS（Health健 康、Enthusiasm

熱忱、Love愛心、Professional 

Partner專業伙伴、Empathy同理

心、Research研究、Safety安全）

為手術室護理理念，秉持熱心、

愛心、同理心、專業護理、研

究精神，夥同外科團隊維護手術

病人安全與健康，在手術全期護

理照護模式下提供以病人為中心

之手術全期護理。民國89年依循

本部臨床能力進階制度，自12月

開始中正樓、思源樓手術室護理

人員交叉訓練，培訓第二手術專

科之臨床照護能力、培養護理人

員多重技能、增加人力應用之彈

性、更可互相觀摩學習提升個人

專業能力、互相交流教學相長激

勵士氣。民國91年7月對於即日

手術病童家屬提供手術前即刻護

理指導，發展護理指導手冊，

也受到醫師們的認同，在門診時

提供手冊給父母，可帶回家裡閱

讀，手術後回到家中再以電話訪

視，除協助家屬解決問題，家屬

的滿意度亦隨之提高。民國91年

11月探討音樂治療降低即日手術

病人手術前焦慮之成效，可見使

用音樂的聆聽其焦慮降低是呈顯

著差異，同時在舒張壓降低亦呈

顯著差異，應用於術前等候區的

病人，以降低手術病人之焦慮。

民國92年進行手術全期病人成

果定義特徵與護理措施信效度的

檢定，檢視手術室護理人員的工

作，使用統一的語言來做呈現，

以作為將來發展e化的準備。民

國93年建置手術室器械資訊網基

本架構，以網路學習方式，促進

手術室護理資訊化作業，以及在

職教育與器材管理的效能，同年

起將移植手術全期護理訓練納入

本部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

進階制度手術室專科常規訓練，

至今已完成48人次訓練，成效良

好。民國95年舉辦全國首屆由中

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

會、台灣護理學會、台灣外科醫

學會委託之手術專責護理師訓練

班，訓練學員共計26人，不但有

效拓展手術室護理人員的角色功

能，更確保手術病人的安全。

（廿六）安寧療護

本院為落實全程病人照顧的

宗旨，於民國85年9月程東照院

長的指示下，開始籌辦安寧療護

病房，民國86年正式啟用，並

引用易經繫辭所言：「天地之大

德曰生，謂天地之大德在於使萬

物生生不息也」，將本院安寧療

護病房定名為『大德病房』，以醫

護團隊合作方式，為臨終病人及

家屬提供緩和及支持性的身心靈

照顧，讓病人及家屬渡過人生最

後的一段旅程。同年為達成中國

人落葉歸根、在家善終與協助末

期病人在家享受天倫之樂，成立

安寧居家照護小組，協助照顧返

家之末期病人。安寧療護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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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包括醫師、護理師、共同照護

護理師、安寧居家護理師、社工

師、心理師、宗教師、美術療育

師、氣功老師及志工。為配合國

家癌症防治五年計畫目標，達成

癌症防治法相關要求，於民國94

年2月成立「安寧療護共同照護小

組」，共同推展非安寧病房之安寧

共同照護業務，主要提供安寧療

護相關諮詢服務，推動安寧緩和

醫療照護團隊與原診治醫療團隊

共同照護癌症末期病人，以期將

安寧緩和醫療照護精神延伸至院

內其他部科。

安寧病房服務對象來自本院

門診、急診、住院或其他醫療

及社會局等照護機構，轉介之癌

末病人及運動神經元疾病病人，

經醫師、家屬及病人確定不再接

受積極治癒性手術、化學藥物和

放射線治療，並同意在瀕臨死亡

時，不使用呼吸器及心肺復甦術

而需症狀控制者，均可進住大德

病房；服務內容以症狀控制與心

理與靈性照顧為主，於每週舉行

「社會心理靈性討論會」，透過深

度且廣泛的討論某些困難個案照

護之困境及因應。為舒緩家屬情

緒壓力，由心理師、社工師及

護理師共同舉辦二次家屬支持團

體，透過家屬經驗分享，以提升

對哀傷或家屬照顧之因應能力，

提供「慎終手冊」內容涵蓋死亡

前後相關事項準備。親人往生後

之遺族輔導方面，由護理師協助

評估家屬支持系統，志工則以撰

寫卡片及電話訪談慰問方式，持

續關懷家屬，祈求悲傷不再，以

期達成整體性及連續性之照顧。

病人接受安寧照顧期間，皆多次

協助病人最後心願之完成。為加

強院際學術交流及經驗分享，民

國86年11月起開始與台大、慈

濟進行三所醫院遠距視訊會議，

進行教學及個案討論至今，共38

家醫院先後參與。為尊重不可治

癒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

權益，民國89年安寧緩和醫療條

例公佈施行，為鼓勵安寧緩和意

願加註於健保 IC卡及宣導 IC卡之

DNR註記，以大德病房護理站為

單一窗口，負責全院「預立選擇

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協助填寫

完成者寄予安寧照顧協會彙整，

送交中央健保局登錄到健保 IC

卡。

民國94年由護理部主辦「安

寧緩和照護訓練班」培訓院內40

位安寧緩和護理種子學員。另護

理部與長期與安寧照顧基金會及

安寧緩和護理學會合作，接受來

自全台灣各醫院安寧醫療的實務

訓練，代訓（含見習及實習）共

計35人次。於民國95年12月為

推廣安寧療護，將安寧常見護理

指導列入台北榮總安寧緩和醫療

作業手冊。

■	陪伴癌末病人及家屬的心靈導師

■	安寧共同照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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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七）供應中心

民國48年於中央樓一樓成

立供應中心，負責全院器材供

應，如棉球製作、紗布、手套

回收、清洗、檢查及包裝、滅

菌，器械包的清洗、包裝與滅

菌。使用的空針均為玻璃空針及

美國進口的金屬針頭，每日由病

房至供應中心依用量交換，因為

物質相當缺乏，所以手套、玻璃

空針等數量都須嚴格管控，均須

清洗、檢查後包裝再滅菌重覆使

用。民國62年開始使用拋棄式塑

膠針頭，初期酌收材料費，只供

應給公、勞保及民眾病人使用。

直至民國64年才以專案免費提供

給兒科病人使用，兼顧成本與品

質。民國66年時成立醫療器材裝

備供應站，由供應中心將全院的

醫療設備集中管理統籌運用，派

有專人維修，有效調度全院的醫

療設備，確保設備隨時維持在最

佳功能，提升病人用物安全，避

免設備閒置或重覆申購，不僅節

省公帑，更增供應中心的管理效

能。民國68年因應醫療科療科技

的進步不再製作紗布敷料，開始

進用部份消耗性衛材，例如：塑

膠氣套、抽痰管、導尿管等，

民國69年塑膠空針全年使用量約

為一百萬支，提升病人用物安全

與品質。民國77年配合醫院改建

擴充計劃，由中央樓搬遷至中正

樓三樓，整體規劃依感控原則分

成去污區、準備包裝區及物品貯

存區，各區人員獨立，作業動線

不可交叉，為全國最大、最先進

及最標準的供應中心，成為各醫

院參訪學習的首選標竿醫院。也

同步實施『手術個案車』服務，

各科器械在手術室使用後即以最

快速度送回供應中心，經專人清

點、清洗、保養後配備包裝、滅

菌後貯存後待下次的手術使用，

『手術個案車』的使用不僅讓手術

室護理人員能專心的照護病人，

減輕病人手術焦慮，提升病人安

全，手術器械由專人作維護與保

養，可提升器械功能與品質，手

術器械集中管理，各科可共同使

用，更可節省採購及庫存成本。

民國80年因應科技進步及人力不

足，全面使用單次拋棄式手套，

全年用量約六十萬雙，不僅節省

人力，對臨床人員的安全更有保

障。民國94年時採用手術器械

盤包標碼標籤（Bar Cording），建

立手術器械追蹤電腦管理系統，

有效的管理手術器械盤包流向，

並且建立病人手術器械的使用紀

錄。

■	供應中心工作實境

■	護理用品的補給站

■	供應中心各種消毒滅菌實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