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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9年底COVID-19疫情爆
發，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

立同時，各醫院也紛紛成立防疫

組織，清空負壓隔離病房、設置

防疫專責病房，儲備防疫物資，

盤點醫護人力，加強防疫裝備穿脫訓練。護理人

員是臨床照護第一線的醫療人員，在疫情防治的

工作上擔任著舉足輕重的重要角色，無論是在機

場港口檢疫、就醫篩檢、後送隔離、住院治療、

居家追蹤等，都可見到護理人員的身影。為表達

對護理人員執行防疫工作的辛勞付出與感謝，本

會與護理人員防疫基金會、台灣護理學會於8月
20日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卓越堂共同辦理「護理
人員COVID-19防疫感恩大會」，致贈COVID-19
全國指定社區採檢院所及重度收治醫院之護理人

員慰勉金與感謝狀。

　　賴清德副總統、衛福部陳時中部長與蔡淑鳳

司長、內政部陳宗彥次長及張上淳專家諮詢小組

召集人等長官貴賓親臨會場，共同為第一線辛苦的護理人員打氣，會中並將本會與台灣護理學會

各自出版的「抗COVID-19智慧傳承與躍升」與「我抗疫˙我驕傲--走過護理路」二本專輯，由
高理事長及王理事長致贈賴副總統。

　　感謝看見台灣基金會及溫世仁文教基金會捐助本會101萬元，用於辦理此感恩大會之活動經
費，表達對護理人員的支持與肯定。

2020護理人員COVID-19防疫感恩大會

賴清德副總統(中)、高靖秋理事長(右二)、王秀紅理事

長(左二)、盧美秀董事長(左一)、陳靜敏教授(右一)



 

衛生福利部書函

 

衛生福利部公告

排班應符合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衛生福利部於7月13日來函提醒，近來有民眾陳情部分長照相關機構，疑發生小夜班護
理人員接連大夜班時段於機構內值班「on call」之現象，請機構有關工作人員排班應符合勞
動相關法令規定，如有工時過長等情事，由勞動主管機關依法查處，請相關機構務必遵循

規定，以免觸法。

修正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

　　因應我國人口高齡化與社區健康照護需求轉變，及長期照顧服務法於106年6月3日起施
行，為使護理機構之設置與照護服務更符合民眾之需求，並促進護理機構在地化與社區化

之發展，回歸護理機構三段五級之全人護理健康照護服務範圍與角色功能，衛生福利部於

109年7月22日發布修正「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護理機構分類及明定服務提供方式。（修正條文第二條）

修正後之護理機構分類如下：

(一) 居家護理所：至受照顧者居(住)所提供護理及健康照護服務，並得於所內提供照
護之服務、諮詢、指導、訓練或其他相關服務之機構。

(二) 護理之家：提供受照顧者入住，並全時予以護理及健康照護服務之下列機構：
 　　1.一般護理之家。　　2.精神護理之家。　　3.產後護理之家。

二、 配合護理機構分類修正，將居家護理所及護理之家設置基準表分列附表。(修正條文第
三條)

三、 明定護理機構得依其服務對象需要，轉介醫師或相關醫事人員提供服務；並其依法執
行業務之紀錄應連同護理紀錄妥善保存。（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六條）

詳細內容請參考本會官網公告

http://www.nurse.org.tw/publicUI/B/B10301.aspx?arg=8D832DDA4118611058

實證護理必備工具書
定價：450元（全新第四版）

特價95折、10本團購價8折

優惠期限：2020-12-31

ISBN：978-986-522-160-7

●新增第9單元「實證護理與臨床能力進階制度結合」

特別邀請成大醫院實證團隊，將其推動多年的「實證護理

與臨床能力進階制度結合」的經驗，與大家分享，讓讀者

能快速學習N1〜N4的學術報告撰寫。

出版日期：2020年8月 四版一刷

《熱賣書 強強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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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 訊 息

「外籍人士來就醫 全民風險誰來扛？」記者會
　　本會出席7月28日立法委員蔣萬安辦公室召開之「外籍人士來就醫 全民風險誰來扛？」記
者會，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8月1日起，開放外籍人士「有條件來台就醫」一事，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醫療無國界，考量國內疫情穩定且醫療量能充足，有些病人過往曾在台

灣診斷和就醫，為能延續醫療，以及展現台灣在特殊醫療項目的實力，基於醫療責任和道義，

有條件的開放外籍人士來台就醫。然而，此政策一出，引發第一線基層醫護人員的諸多疑慮。

　　本會代表指出，救人不分國籍，但必須先保護我國的醫護人員更為重要，另外收治的條

件也有模糊地帶，希望能正面表列，讓真正需要我國醫療救治的外籍人士進來，而不是讓沒

有急迫性的醫療需求在疫情的關鍵時刻進來臺灣，目前應該以臺灣人民的安全為主。另外，

防疫津貼、獎金部分，期望能夠盡快發放，讓醫護安心。

主　題 日期／地點

長照專業服務-CD02居家護理指
導與諮詢照護操作手冊教育訓練

(說明會)

【南區】9月03日(星期四)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第三講堂(230人) 
【東區】9月11日(星期五) 
花蓮門諾醫院信實樓四樓施桂蘭禮拜堂(250人) 

社區護理創新策略推動工作坊

【南區】9月03日(星期四)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國鼎臨床技能中心(60人) 
【東區】9月11日(星期五) 
花蓮門諾醫院信實樓四樓施桂蘭禮拜堂(60人) 

109年健保護理政策研習會

【南部】109年10月21日(三)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啟川大樓6樓第一講堂(270人)
【北部】109年11月4日(三)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6樓國際會議廳(250人)

研習會訊息

讚!

護理之光 人美心也美

柳營奇美醫院 門診／蕭嘉鳳 護理師

　　6月23日蕭嘉鳳護理師和2位放射師同
仁從善化車站搭火車上班通勤，在月台上遇到一

位老翁突然失去意識，隨即請站務人員急call 119
並上前評估無呼吸脈搏，緊急on AED並施予CPR
急救，約莫5分鐘後老翁恢復呼吸脈搏並送上救
護車。直至老翁恢復，家屬回到火車站尋找當時

救人的醫護人員，並致贈鮮花表達感謝。

彰化鹿基醫院 急診／邱妍蓁 護理師

　　7月12日邱妍蓁護理師於休假日，開車外出返
家途中，看見陸橋上有機車騎士發生意外倒地不

起，立即下車檢視騎士狀況，並跳上救護車

幫忙傷者做按壓、給氧的急救措施，以及協

助以人工甦醒器提供氧氣，搭著救護車一路

到鹿基醫院；邱妍蓁護理師很謙虛的說，她

只是做到護理人員應該做的事而已。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急診／許莉淇 護理師

　　8月8日凌晨於草屯鎮發生嚴重傷亡車
禍，受傷患者為草屯鎮公所課長及鎮民代

表，當時下班騎車路過之許莉淇護理師，立

刻停車協助傷患進行CPR及相關急救措施。
草屯鎮公所後得知後為表達感謝該名護理師

見義勇為、熱心救助之舉，特頒

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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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訊息（相關訊息詳見本會網站，參加對象為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活動會員）

˙9月12日及10月24日辦理2場次單身聯誼活動，歡迎單身會員報名參加。
˙ 10月16日、17日辦理會員聯誼自強活動--貓空休閒走，歡迎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 11月6日辦理會員聯誼一日遊，請密切注意本會網站「最新消息」，屆時歡迎會員踴躍報
名參加。

☉本會研習活動

日期 主 　　題 地　　　點 積分

9/25 109年度母嬰親善研習會-Ⅱ 臺安醫院4樓演講廳 專業

9/26 自立支援(復能)研習會 台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會議室 申請中

10/25 醫學美容暨皮膚傷口照護研習會 三軍總醫院B1第三演講廳 專業、法規

11/3 優質職場相關議題研習會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檢驗大樓6樓大禮堂
申請中

王秀紅教　授	 榮任考試院考試委員

周汎澔理　事	 榮任美國護理科學院院士

林綉珠常務理事	 當選急重症護理學會理事長

陳美珠副主任	 連任彰化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朱翠萍主　任	 當選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江明珠主　任	 連任新高雄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葉秀真副主任	 當選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各縣市公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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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8月1日至9月30日票選「110年會員護師節」紀念品，請會員踴躍上網投票，會員
投票人數每達75人時抽獎一次，每次獎勵7-11便利商店禮券500元，越早投票抽獎機會越
多，每人得獎以一次為限，禮券於活動結束後統一寄發。

☉ 109年8月28日、9月4日分別於桃園長庚醫院、聯新國際醫院舉辦「高齡者延緩失能照護
研習會」。

☉ 109年9月2、16日分別於國軍桃園總醫院、衛福部桃園醫院舉辦「109年中醫穴位芳療養
生研習會」。

☉ 109年9月20日舉辦「基隆忘憂谷步道+和平島海濱公園慢活一日遊」。
☉ 109年11月16至30日辦理「第16屆會員代表」選舉，凡109年9月15日前 (含9月15日)之活
動會員皆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選舉名冊統計截止日為109年9月15日。

☉ 辦理「會員獎學金」申請，辦法公告於公會網站［最新消息及會務資訊--常用表單下載
區］，收件截止日為109年9月30日 (郵戳為憑)。



 

☉第17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  事  長：陳美珠
常務理事：張淑真、張艾玲

理　　事：郭容美、李雅文、張惠君、曾麗卿、蔡鴻儒、彭麗蓉、蔡秀鸞、邱翠容、

　　　　　粘沛琳、吳　 娟
常務監事：賴妃珍 
監　　事：謝孟蓁、康美玉

☉第29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  事  長：朱翠萍
常務理事：林淑照、陳敏麗、廖慧燕、盧幸茹

理　　事：林興隆、林麗絲、郭佳薰、陳玉英、陳秋月、程培鈺、張蘭英、楊敕萍、

　　　　　歐陽明慧、謝佩琪

常務監事：鄭佩芬 
監　　事：呂佩珍、徐素貞、黃惠玲、蕭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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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月辦理國內旅遊活動，請新北市會員依網頁公告訊息報名。

☉本會研習活動（詳情與報名請上新北市公會網頁查詢）

日期 主 　　題 合辦單位

9/7 醫療職場安全-臨床暴力防護 台北慈濟醫院

9/10 臨床護理應用教學研習會 汐止國泰醫院

9/11 音人而益-應用音樂本能自娛自療 臺北醫院

9/18 護理與醫療創新工作坊 雙和醫院

9/24 病人安全風險管理工具應用研習會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9月 實證護理應用研習會 耕莘醫院

10/5 護理教師臨床教學策略實務研習會 台北慈濟醫院

10/14 性別與職場健康研習會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10/22 與幸福的距離研習會 耕莘醫院

10/25 腎臟護理研習會 汐止國泰醫院

10/28 專業人員母乳哺育研習會 汐止國泰醫院

10/28 倫理與法律課程研習會 淡水馬偕醫院

10月 智能與護理資訊 恩主公醫院



 

☉繼續教育研習等活動（詳細報名資訊請參閱本會網站〜繼續教育查詢）

日期 主       題 地點

9/1、7、21 護理人員N3專業能力培育研習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第二講堂

10/12 護理人員核心課程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大樓(6樓)第五會議室

☉第15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  事  長：江明珠
常務理事：周嫚君、郭瑩璱、許麗玉、李權芳

理　　事：陳婉宜、劉雅菁、湯婉孏、林明儀、蘇美曲、邱燕甘、蔡雅璿、許菀齡、

　　　　　簡慧琪、李婉茹

常務監事：紀淑靜

監　　事：陳秀偵、王美麗、謝米枝、李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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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對象:具有護理師/士資格者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9年9月6日止

★最高獎金3萬元/隊

『關鍵時刻 •護理與我』暨我們的護理師

之四格漫畫徵選活動

收件時間 : 即日起至9月6日止

☉第16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  事  長：葉秀真
常務理事：林宮羽、呂基燕

理　　事：戴玉琴、林雅蘋、黃智玉、温淑美、王麗娟、鄭雅君、陳幸姬、葉惠玲、

　　　　　戴佳惠、劉玉玲、劉明莉、侯惠娟

常務監事：鍾惠君

監　　事：章淑娟、韋淑玲、沈芳吉

 



王淑珍　國泰綜合醫院護理長

PDCA循環手法於臨床護理應用通訊課程 (1)

【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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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的進步，帶動醫學知識及技術隨著

進步，人們對於醫療服務品質要求亦隨之改

變，故醫療機構的品質須不斷提升，以更新

的管理標準做持續的改善。管理學中的改

善的方法及工具有很多種，六標準差（Six 
Sigma）、雷達矩陣（RADAR Matrix）、
PDCA循環等，機構可依不同的組織文化及
需求使用不同的管理方法和工具，來執行

品質改善計劃（Sokovic, Pavletic, & Pipan, 
2010）；PDCA循環（Plan-Do-Check-Act 
Cycle）是非常普遍被使用到的基本品質管
理改善工具，但仍有不少人對它的認識有

所誤解，有很多人在操作運用上常會容易

在PDCA循環上混淆或在操作上感到模擬兩
可，或是不知如何運用PDCA循環於品質改
善上。因此，希望藉此篇幅，就其定義、使

用時機及注意事項作說明，並提供一案例作

實際運用的參考。

PDCA循環的定義

　　Plan-Do-Check-Act（PDCA）循環由
1930年代舒瓦特（Walter Shewhart）提出，
於1950年代為美國管理學家戴明博士（W. 
Edwards Deming）所發表而舉世聞名，是一
種包含四個循環步驟的品質管理方法：計畫

（Plan）、執行（Do）、查核（Check）、
行動（A c t），又稱為戴明循環（D e m i n g 
Cycle）或休哈特循環（Shewhart cycle）；
可利用控制和不斷改進過程和產品（Gidey, 
Jilcha, Beshah, & Kitaw, 2014）。
　　P D C A循環四步驟的定義為：計畫
（Plan）是指確立系統目標及其過程，為達
目標擬定可行的資源計畫；執行（D o）指
依據擬定的計畫，付諸執行各項工作；查核

（Check）係在執行過程中，針對所規劃的活

♥

動，監督及檢查其執行過程、產品與服務，

和所訂計畫是否有落差?並隨時提出改進措
施；行動（Act）則是針對查核所提出的改
善結果，若與原計劃相符合，就採取擬訂下

個工作計劃的準備行動，若與原計畫有落差

則繼續分析改善，再重新進行PDCA循環。
此四個過程是重複且有邏輯進行的，以利品

質的持續改進（林，2019；Gidey et al., 2014; 
Sokovic et al., 2010）。

PDCA循環的運用時機

　　PDCA循環是一種規劃工具，用在發生
臨時狀況或長久以來存在須改善的現象，或

在完成工作和管理程序中想要解決問題時使

用，不論欲改善的規模大小皆能達到很好

的成效，在操作時，各步驟的進行皆有其須

注意的重點和內容，按步就班的執行有助

於提升產品、服務的整體價值（Sokovic et 
al., 2010；Gidey et al., 2014；Realyvásquez-
Vargas, Arredondo-Soto, Carrillo-Gutiérrez, & 
Ravelo, 2018）。
　　選擇PDCA循環作為改善品質工具的時
機相當廣泛，譬如在開發一個新流程或檢視

工作流程時，即可隨時瞭解其執行狀況，如

有問題須進行改進時，可選擇運用PDCA循
環做為持續改善的模式；在驗證問題或根本

原因時、實施任何改變以及持續的改進時，

均可善加運用PDCA循環工具達到持續改善
的目的（Realyvásquez-Vargas et al., 2018；
ASQ, 2019）。
　　Gidey等（2014）在過去曾以提升客戶
滿意度舉例來說明PDCA循環四個階段的重
要特徵和內容，在PDCA循環的執行過程的
計畫（Plan）階段中，找尋合適的執行團隊
是很重要的，須藉由收集數據去了解客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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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需求、問題發生的過程，確定主要原因後，

再進行設計、制定行動計畫。在執行（Do）
的階段中，發揮行動力，確實去執行改善計

畫，收集適當的數據，並且掌握進度，更要

記錄下執行結果。而查核（Check）的階段
中，須注意到要整理及分析數據，查看及評

估與目標相關的結果，並查檢其中的差異，

重新檢視是否仍存在任何的問題及錯誤，且

記錄下所學習到的知識，提出剩餘問題，另

成本也是很重要的，必須檢視意外增加的成

本。最後在行動（Act）的階段中，改善後需
要予以標準化，將目前改善後最好的方法給

予正式化，明確傳達結果及擴大推廣，確認

是否繼續或做下一步的改進。

PDCA循環的進行步驟

　　PDCA循環的改善主題可以從平常工作
上經常發生的問題、異常事件、異常指標、

病人安全年度目標等去作選擇，在確定改善

主題後即可著手依PDCA循環進行改善。當
在面對選定改善的問題時，必須針對問題尋

找可一起執行改善的適當團隊來訂定改善計

畫；舉例來說，若要藉由資訊化改善輸血

流程問題，團隊中須包含資訊人員、血庫

人員、醫護團隊等。一個好的團隊形成後，

須共同討論及訂定可行的解決問題方法，以

PDCA循環進行改善，進行改善步驟可從五
個W及一個H六方面進行思考及分析，擬定
執行解決方案，5W1H則是指原因 (why)、對
象 (what)、地點 (where)、時間 (when)、人員
(who)及方法 (how)。
一、計畫（Plan）
　　在執行計畫前必須要設定改善的目標，

目標值必須明確且具體可測量，例如是要提

升滿意度、正確性、完整性、或降低發生率

等作為衡量成效的指標，可以根據具體的客

觀數據、搜尋文獻資料或標竿學習去明確描

述選題的理由及選擇合適的改善成效衡量指

標。

♥

二、執行（Do）
　　擬定執行PDCA時，必須先釐清及擬定
清楚要施行的細節再執行，有效率的把事情

做對，依據執行計畫，擬定改善措施，確實

執行解決方案。

三、查核（Check）
　　執行過程中，隨時做查核，若不符合，

則必須立即做調整執行的行動、改善缺失、

避免浪費時間。

四、行動（Act）
　　制定標準作業，讓工作人員能依所制訂

之標準作業流程進行工作，若改善成效良

好，則可對外推廣實施，若問題未被改善則

必須重新檢視為何無效，開始另一個PDCA
循環及改善。

PDCA循環可運用工具

　　在擬定執行PDCA時，可以利用許多圖
表工具來協助進行。計畫階段，為了確認問

題發生的真正原因，在擬訂計畫前我們會運

用魚骨圖、查檢表等以為分析現況及評估真

正的問題原因；執行階段會利用甘特圖來掌

握執行進度、或使用管制圖將結果先行記錄

下來；查核階段中，為了量化、數據化，也

可以使用管制圖、趨勢圖等呈現出執行過程

中隨著時間的進行，成效指標數據所呈現的

改變；行動的階段若對策執行成效佳，則必

須運用標準作業書等予以標準化，若成效不

彰，則須找出成效不彰的原因，予以調整、

加強、改變對策，甚至停止無效計畫的執

行。

PDCA循環實際案例應用

　　在實際進行PDCA循環時須先呈現改善
問題再訂出PDCA循環步驟，書寫的格式因
機構不同而各異，只要能表達清楚如何執行

PDCA四步驟，不必強求其表達形式。現以
一案例作為PDCA循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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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降低兒科病房跌倒發生率

來源 TCPI

單位 兒科病房

問題點
107年第一季跌倒發生率為0.27%（跌倒件數/住院人日次× 100%），且重度
傷害佔20%。

負責人 〇〇〇 聯絡方式 分機：xxxx

現況

於107年1-3月跌倒發生件數5件，跌倒發生率為0.27%（跌倒件數/住院人日
次× 100%，5/1850 × 100%），5件皆為床上跌落，年齡小於1歲有2件，1-3
歲有3件；輕度傷害有3件，中度傷害有1件，重度傷害有1件。

P計劃

（PLAN）

現況分析

1. 於4/1~4/15訪查16位護理人員認為病家未能正確使用床欄原因：81.3%
認為因不易操作（難拉起/卡住位置不易確認）；81.3%認為病家遵從性
低；62.5%表示與病家認知有關。

2. 於4/1~4/15問卷調查30位病人家屬對防跌措施及病床設備安全感受性：防
跌措施安全性3.38分；病床設備安全性2.21分。

確認問題：因病家遵從性低，病床設備不符安全需求造成107年第一季發生
率為0.27%，且重度傷害佔20%（1件）。

預期目標：兒科病房跌倒發生率降至0.04%以下（跌倒件數/住院人日次/
年）；重度傷害以上為0件。

擬定改善方向：1.增加病室提醒機制。
2.落實醫護人員及病家使用床欄。
3.宣導分享及措施查核。
4.團隊資源介入，提供符合安全需求之病床設備。

D執行措施

(DO)

1.增加病室提醒機制（5/1~5/10）
1-1.製作攀爬及翻落兩種情境造成跌落之「跌倒危險情境」標示牌，置
放於病室床頭。

1-2.於5/15開始，於病室進行床欄安全指導時，配合加強說明常發生之危
險情境。

2.落實醫護人員及病家使用床欄（5/5~5/15）
2-1.製作「要記得拉床欄」之警示牌，對床欄安全須再加強的病家，於
床頭牌下方插上「要記得拉床欄」之警示牌直至出院，於5/15開始實
施。

2-2.病家使用床欄狀況，需呈現於護理指導評值之備註欄位及待交班事
項中。

2-3.醫護人員主動執行床欄使用。



D執行措施

(DO)

3.宣導分享及措施查核（5/15~10/30）
3-1.於晨間會議及病房會議分享跌倒事件及分析，並進行牆面指標之檢
討改善，每位人員皆須閱畢並簽名。

3-2.不定期查核各對策之執行狀況
4.提供符合安全需求之病床設備（6/1~12/30）

4-1.收集他院兒科病床設備，以操作性及安全性為考量，希能提升病家
使用床欄之意願，並降低跌倒傷害。

4-2.將收集所得資料提報病人安全委員會，進行工務單位、保管股及採
購單位之團隊討論及參考。

4-3.於9/30提供電動兒科床試用，包含床面、背部及腿部之升降功能；針
對床欄使用遵從性低之病家，完成治療後將床面降低，並鎖住升降

功能以減少跌落所造成之傷害。

C查核

及評核

（CHECK

1.於5-7月「跌倒危險情境」標示牌提醒安全之執行率100%。
2-1.於5-7月置放「要記得拉床欄」警示牌之執行率98%。
2-2.於5-7月查核護理指導評值備註欄及交班系統中註記之執行率91%，
至10月達98%。

3-1.於7-10月調查病家認為新增之病室防跌措施能達提醒效果由3.40提升
至3.70（4分法）。

3-2.於4-10月跌倒發生率為0.04%，皆為輕度傷害。
4-1.收集10位病家及護理人員電動兒科床的試用意見，大多表示欄杆方
便拉起並能穩當卡住，有助於維護病童安全；調查病床設備安全性

之同意程度為3.4分（4分）。
4-2.保管股已洽詢廠家，目前優先更換頭等及二人房，於10月已開始陸
續進行汰舊更新作業。

A檢討與改進

(標準化)

(ACTION)

1. 改善後於107.04~10跌倒發生率為0.04%，雖達目標值，但仍需長期追蹤
成效。

2. 待病床設備改善之對策加入，持續評值成效，若成效良好，則將各對策
放入「S-OOO-兒科病人預防跌倒標準」，及修改「S-OOO-兒科病人預
防跌倒監測辦法」、「F-OOO-兒科跌倒考核表」。

3. 於108年度列牆面指標持續追蹤後續成效

工作時間表 活動計劃表(以甘特圖呈現）

★參加對象:具有護理師/士資格者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9年9月6日止

★最高獎金3萬元/隊

『關鍵時刻 •護理與我』暨我們的護理師

之四格漫畫徵選活動

收件時間 : 即日起至9月6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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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成績100分(不限考試次數)，登錄「專業課程」積分2點，請於考完試次

月月底後上衛生福利部醫事系統入口網查詢。

通訊考題 (是非題，共10題)：
1. 管理學中的改善的方法及工具有很多種，但用PDCA循環來執行品質改善計劃是最好的。
2. Plan-Do-Check-Act (PDCA)循環，是一種包含四個循環步驟的品質管理方法，只要進行完
此四步驟，就能改善問題。

3. PDCA循環是一種規劃工具，可利用此工具予以控制和不斷的改進過程和產品，以利品
質的持續改進。

4. 有問題須進行改進、驗證問題或根本原因時、實施任何改變以及持續的改進，均可善加
運用PDCA循環工具。 

5. PDCA循環執行過程中，在執行（Do）階段中，找尋合適的執行團隊是很重要的。
6. 在執行（Do）的階段中，記錄執行結果是很重要的。
7. 查核（Check）的階段中，最重要的是量化及數據化，查檢其中的差異性。
8. 在行動（Act）的階段中，改善後結果如有好的方法，應私藏自用。
9. PDCA循環進行改善，進行改善步驟可從五個W及一個H六方面進行思考及分析。
10.PDCA循環並無強制的書寫的格式。

通訊
考題

11

♥

♥

結語

　　品質管理是沒有止境的，醫療服務若能將健康管理的問題，進行持續的追蹤改善、管

理，並視為重要事項，方能營造一個高品質的醫療環境。在改善問題時，往往不是只有一

個對策就能看到成效，也不是只有一個PDCA循環就結束，常常是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進行檢
視及改善方見成效。在繁忙的臨床實務工作中，護理人員發現問題進行品質改善時，可利

用PDCA循環針對問題妥善分析，針對問題擬定計畫再執行、檢核、行動，能將工作中的寶
貴時間作最有效率的運用，並且能確實提升工作環境、醫療服務及流程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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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杏雯 耕莘醫院護理部護理長

探討抬高下肢緩解下肢水腫之成效通訊課程 (2)

【專業課程】

12

♥

♥

一、前言 

　　下肢水腫是住院病人常見症狀，鑑別診斷範圍廣泛，從簡單的依賴性水腫到複雜性

水腫，如靜脈功能不全、女性經初潮和絕經期間的週期性水腫和淋巴水腫等(Ely, Osheroff, 
Chambliss,＆ Ebell, 2008; Ratchford ＆ Evans, 2017)；甚至術後傷口(Darmanin, Jaggard, 
Hettiaratchy, Nanchahal,＆Jain , 2013)或下肢(腳)傷口發炎(如蜂窩組織炎、糖尿病足) (Kawasaki 
et al., 2013; Park, Han,＆ Kim, 2010)等，皆會造成下肢水腫。除治療特定於水腫的病因外，在
大多數情況下，抬高肢體為最便利且可自主執行護理衛教。但肢體要抬高幾度?抬高多久?抬
高肢體會有不良後果嗎?沒有很明確說法。本文針對抬高下肢是否緩解下肢水腫之處置為主題
進行實證文獻查證，以提供臨床實證照護之依據。

二、方法 

　　依實證健康照護五大步驟進行，先形

成PICO問題(表一)，以關鍵字利用 MeSH
及其同義詞搜尋 UpToDate、PubMed、
CINAHL、Embase、Cochrane Library、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等資料庫。篩選

自 1988-2019年文獻並排除不符合主題及
無法取得全文者，搜尋符合主題且相關

文獻共6篇進行評讀，依英國牛津實證醫
學中心（Oxford Centre for Evidence Based 
Medicine)，將文獻依其研究設計架構，分成LevelⅠ~ LevelⅤ之證據等級，評讀結果如 (表二)。                                                         

(表二)文獻評讀

文獻 結       果 文獻等級

Abu-Own, Scurr,
＆ Smith (1994)

研究了15例由慢性靜脈功能不全引起的脂肪性皮膚硬化患者
和15名對照受試者。使受試者處於仰臥位置並將足部抬高至
心臟水平以上30cm。肢體抬高可增強慢性靜脈功能不全患者
脂質皮膚的微循環血流速度。

Level Ⅲ
非隨機控制

之追蹤研究

Darmanin et al.
 (2013)

使用無創微光導分光光度法評估25名健康人不同角度的最佳
淺表肢體灌注。在下肢，淺表灌注的最佳為與心臟呈水平位

置。

Level Ⅲ
非隨機控制

之追蹤研究

Goddard ＆
 Pierce (2008)

54名成年女性（平均年齡46.7±1.5歲）的右腿通過空氣體積
描記法評估液體體積。在安靜坐著30分鐘期間評估小腿體積
的變化，然後通過對足底表面的微機械刺激進行CMP(Cal f 
Muscle Pump)刺激30分鐘。CMP刺激逆轉了水腫組中的液體匯
集，並且能夠加速非水腫組中的液體去除。下肢水腫可能主

要是由於小腿肌肉張力不足。

Level Ⅲ
非隨機控制

之追蹤研究

(表一) PICO問題

項目 中文 英文

P 下肢水腫

Lower leg edema
Lower extremity edema
Lower limb edema

I 抬高 elevation
C -- ---

O
改善水腫

緩解水腫

降低水腫

Improve edema
reduce edema、relief edema
decrease edema、decline ed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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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saki et al. 
(2013)

10名健康成人和11名嚴重肢體缺血患者 (包括足背和足底
足），在四個位置:仰臥位、下肢抬高位置、坐位和仰臥床位
置20度位置測量SPP(Skin Perfusion Pressure)。在坐姿中，健康
成人和嚴重肢體缺血患者的數量與其他三個位置相比顯示SPP
顯著增加。這些結果表明坐位可有效保持下肢良好的血流，但

適當的腿部位置不應該使下肢長時間向下垂直，因為水腫是由

下肢靜脈回流的下降引起的，並且會使傷口癒合時間延長。

Level Ⅲ
非隨機控制

之追蹤研究

Park et al.(2010) 該研究評估足部高度對組織氧合的影響，並確定最佳足部位
置，以加速糖尿病足潰瘍的傷口癒合。針對122位年齡在40-93
歲的糖尿病足潰瘍患者，測量肢體抬高前後經皮部分氧張力

( Trans-cutaneous Partial Oxygen tension, TcpO2）變化，發現水
平位置TcpO2增加越多，而不是抬高可顯著增加TcpO2。

Level Ⅲ
非隨機控制

之追蹤研究

Xia, Hu, Wilson,
 Cherry,＆
Ryan(2004)

該研究評估10名患有腿部水腫的44-89歲的患者在腿部抬高3到
4小時之前和之後，進行了高頻B超檢查和數字圖像分析，發
現在抬高3到4小時後，小腿的圖像分析體積與提升前相比為
減少。表示腿部抬高對減少水腫非常有效，即使只是三到四

個小時。

Level Ⅲ
非隨機控制

之追蹤研究

三、結論

　　對於急性雙側腿部水腫患者，首先評估是否為深部靜脈栓塞(Deep Vein Thrombosis, 
DVT)，如排除DVT，評估水腫是否為藥物副作用或急性心衰竭或急性腎病綜合徵的表徵。在
患有慢性雙側腿部水腫的患者中，通常可依據臨床特徵進行診斷，如果病史和檢查與特定診

斷（如慢性靜脈疾病、心衰竭、肺動脈高壓、腎臟或肝臟疾病等）不相符時，可進一步進行

蛋白質的半定量尿液試紙，並測量血清肌酐、血清白蛋白、凝血酶原時間、肝功能檢查和促

甲狀腺激素等，如這些測試沒有發現，可再進行心臟超音波。如果心臟超音波未發現明確水

腫的病因，似乎就不太可能是慢性靜脈疾病，可再進行骨盆影像檢查以排除是否為靜脈血流

之阻塞(Smith, 2018)。
　　在執行抬高下肢注意事項時，建議靜脈功能不全患者下肢抬高以增強的微循環血流速度

(Abu-Own et al., 1994)。最佳角度位置為與心臟水平同高(Darmanin et al., 2013)。抬高時間可每
日3至4小時(Xia et al., 2004)。若加上足底表面的刺激30分鐘，可增加小腿肌肉張力，能夠加速
液體去除(Goddard ＆Pierce, 2008)。
　　坐位能有效保持健康成人或肢體缺血的患者下肢良好的血流，但水腫會使傷口癒合延長

(Kawasaki et al, 2013)。而足部水平位置可增加組織氧合能力(Park et al., 2010)；故足部有潰瘍
或有傷口於適當水平支托即可，不要抬高，以避免影響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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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成績100分(不限考試次數)，登錄「專業課程」積分2點，請於考完試次月

月底後上衛生福利部醫事系統入口網查詢。

通訊
考題

通訊考題（是非題，共10題）：
1. 女性經初潮和絕經期間有時會出現週期性
水腫。

2. 急性雙側腿部水腫患者，首先要評估是否
為深部靜脈栓塞。

3. 水腫與否為藥物副作用有關。
4. 急性下肢水腫有時是急性心衰竭或急性腎
病綜合徵的表徵。

5. 靜脈功能不全患者下肢抬高，可增強的微
循環血流速度。

6. 足部有潰瘍或有傷口於適當水平支托即
可，不要抬高下肢。

7. 減輕下肢水腫於抬高下肢，最佳角度為90
度。

8. 下肢水腫於抬高下肢每日3至4小時，通常
就會有效果。

9. 抬高下肢加上足底刺激，可增加小腿肌肉
張力，更加速下肢液體排除。

10.坐位能獲得良好的血流，但長期間會導致
水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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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蓮病房的小太陽
劉又寬 台北慈濟醫院護理師

　　過去的社會，對於職業都會刻板的對應到「合適」的性別，以護理師來說，

總覺得照顧人、貼心、溫柔是女性特質，女性從事護理工作天經地義，當面對一

名女性護理師，也許你會想問她為什麼從事護理？但遇見男護理師，想問的衝動

更甚前者，更想一探究竟。

　　國中時期的我成績普普，當時社會正面臨一波很大的裁員風暴，與家人討論

後決定選擇技職學校升學，我記得當時來校內招生的某幾所護理專科學校，還只

收女學生呢！最終我順利考取自己心中的第一志願，當屆護理科招收的男生人數

不到全年級的百分之五，這樣的極少數備受校方與女同學的關切與照顧，就像一

碗幾乎全為白色的湯圓中，有顆粉紅色的，顯得稀有且受關注。

　　男護生在實習時，處處碰壁，常被女病人拒絕照顧，畢業後多數男護理師大

多選擇在急診、加護病房及開刀房任職，急重症單位除了需要較多的體能、較高

的抗壓，也因為步調急、快，在照護上男護理師無須面對太多性別壓力，最後一

哩實習時我一度也想順應這股主流趨勢，選擇加護病房實習，但因緣際會下，我

來到了台北慈濟醫院心蓮病房(安寧病房)實習，也正好有這個機會留在此單位工

作，一開始自我內心還是存在一些懷疑的聲音，猶豫著男生真的適合待在病房

嗎？如果又被拒絕怎麼辦？「誰說男生不可以待在病房，病房也很需要男護理師

啊！」一名學姊跳出來替我打氣，單位的護理長與同事們給予我諸多鼓勵。  

　　工作上，因為是男生特別容易被記住，更常被誤認成醫師，不過默默順變著

這般刻板印象，讓男護理師說出來的話更有份量，病人及家屬更能信任與順從，

當然我還是得在澄清角色後面，對家屬滔滔的好奇心，因此容易與病人及家屬建

立關係。還記得有一位奶奶，住院時愁眉苦臉，大批的家屬前來關心奶奶，也不

見一絲笑容，當我進到病房蹲在奶奶面前，奶奶彷彿看見「孫子」，瞬間笑容可

掬，家屬說「我就是奶奶的藥」，男護理師就有這麼點優勢，我也曾經在照護上

被家屬形容：「比一個女孩子還細心」，這是多棒的一句鼓勵！雖然偶爾還是有

被女病人拒絕照顧的時候，但相反的，也曾碰到男性病人更希望被男醫護人員照

顧，病人爺爺、伯伯們常叫我「小老弟」、「小哥」。

　　隨著社會進步，兩性平權意識抬頭，相較於過往，男性對工作選擇的刻板印

象，愈來愈多男性選擇加入「陰氣」重的護理行業，我以身為男護理師為榮!謝謝

父母及護理學校的栽培，我認為護理師應強化工作的專業，維持對病人的慈心，

性別從來都不是護理工作的限制，運用男性先天的優勢，加上個人特質，好好的

「照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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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玩遊戲，Kahoot!
鄭惟雅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外科加護病房護理長

　　近幾年來教學方式一直不斷的被要求多元化，以學員為中心的學習模式，了

解Z世代學員的思考、學習模式，在教學方式一直推動著翻轉教學、遊戲化學習，

將課程經過遊戲化，喚醒學員玩遊戲、競爭的本能，藉此引導主動參與課程，持

續投入其中，增進教師與學員間的互動。Kahoot是近幾年來以遊戲導向盛行的學

習平台，2013年由挪威一家教育科技公司推出，不僅僅用於學校教學、職場教

育、也用於各類運動及文化藝文活動，Kahoot營造了輕鬆有趣的學習環境，無論

圖片或影片均可納入測驗、討論中，這是接觸教學方式中最能讓我接受的軟體。

　　認識Kahoot是在2018年，真是覺得相見恨晚，孤陋寡聞，回想那場研討會，

一整天課下來讓我一直驚喜連連，原本枯躁乏味的課程內容，透過Kahoot遊戲設

計，讓不清不楚、費盡疑猜的問題一一釐清，傳達教學目標。這麼有趣的App，只

要有網路一切搞定，重點是免費、貼近大眾的需求，簡單易懂的英文，讓我一直

想著怎麼去學習這樣的App軟體，導入護理教育課程，讓護理人員上了一天的班

後，還能輕鬆上課，從中獲得知識，不浪費彼此的時間。一番的研究後，發現此

軟體可以運用在很多的課程中，如：給藥過程共識、溝通應對、新進人員訓練、

管路照護、疼痛教育、倫理議題等，都能運用，果然一試成主顧，不僅可以運用

於個人或團隊爭奪賽，課程討論意見相左、想法不一時，此軟體成了課室的潤滑

劑，拉近了講師與學員的距離，讓教學不再死氣沉沉，而是互動有趣，更激發了

團隊動能。講師在課程中，使用軟體立即計分，累算成績，將每一題分佈的百分

比，做出統計數據，學員填答一覽無遺，教學過程事半功倍，這也讓我愛不釋

手，極力推廣，也因此受邀院內其他團隊，分享Kahoot製作教學，讓這套軟體在

各部門運用。隨著網路世代的來臨，知識爆炸充斥著我們的生活，3C產品已不只

是3C，它還有我們所不知道的功能和想像，軟體應用導入教學，讓教學更多元。

《抗COVID-19智慧傳承與躍升》

入選名單已公告在本會網站，本會

將致贈專輯乙本，預計9月初陸續

寄送至各服務單位，敬請留意。

紀 念 專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