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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錄

　　今年的國際護師節聯合慶祝大會原訂5月12日
假國父紀念館舉辦，因應COVID-19疫情爆發，已
完工漂亮的慶祝大會背板，沒來得及使用就全部拆

除。辛苦的大會籌備委員們經過謹慎的評估，在無

法預估疫情發展趨勢下，決議改以線上直播方式辦

理，給予護理夥伴們肯定與支持。

　　慶祝大會於10月12日上午10時舉行，在《因為
有你溫暖四季 因為護理世界美麗》的主題影片中
揭開序幕，呈現感恩、溫馨及陽光的氛圍，並讓社

會大眾了解護理是關懷弱勢、扶傷救難以及充滿服

務熱忱使命的專業。

　　首先播放蔡總統英文及衛生福利部陳部長時中

的致詞影片，鼓勵及勉勵疫情期間不畏艱辛、守護

民眾健康的護理人員；播放榮獲第一屆「台灣護理

典範獎」鍾教授信心的生平事蹟以及由總統親自頒

發獎狀與獎章之影片；邀請獲得台灣傑出護理人員

獎、周美玉女士薪傳獎與國際醫療護理防疫團體獎

等22位得獎者親臨現場，接受獎狀、獎座或獎金之頒發；募集25年以上資歷的資深護理人員照片，拼
成團體英雄榜，呈現不同年資象徵的精神意義：25年『付出』、30年『堅持』、35年『成就』、40年
『非凡』、45年『璀璨』，感謝夥伴們在各個護理領域，持續努力不懈的貢獻。

　　雖然今年因為疫情，大家無法聚在一起，但南丁格爾的精神代代相傳、永不間斷，期待明年相聚

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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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你溫暖四季  因為護理世界美麗



蔡英文總統　謝謝大家的付出，讓民眾享受高品質的健康照護

　　今天是「國際護師節聯合慶祝大會」，首先，我要恭喜所有得獎

者，以及接受表揚的護理師。謝謝大家的付出，讓民眾享受高品質的

健康照護。

　　我也要藉著這個機會，再次感謝護理師朋友，過去一年多來，

全力投入防疫工作，無論是戶外炎熱的篩檢站、收治病患的醫療院

所，還是繁忙的疫苗施打站。到處都看見護理師的專業奉獻，也讓

我們再次度過疫情的考驗，大家都辛苦了！

　 　現在，疫情還沒有結束，不能有任何鬆懈，還要拜託大家，跟政府一

起守住疫情、守護台灣。政府也會持續提升護理職場環境，保障大家的執業安全。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的貢獻和辛勞，也請大家別忘了要照顧好自己還有家人。祝福大會圓

滿順利，謝謝大家。

陳時中部長　投資護理就是對人類生命的尊重

　　護理夥伴大家好！面對全球COVID-19的疫情，我要謝謝護理臺灣
隊，站在第一線守護臺灣，從機場港埠、檢疫所、關懷中心到醫療院

所、學校、衛生所、護理機構、社區疫苗接種站等，可以說，臺灣健

康的需要在哪裡，護理人員就在哪裡。

　　很遺憾今年疫情期間發生醫療暴力事件，受傷害的護理師第一個

時間說：不要告訴家人。我探視護理師時，她說：這不是大家害的，我

會努力快點好起來。護理人員沒有因為害怕而離開照護病人的醫院，我感

受很深，也看到護理專業的韌性，衛福部對醫療暴力零容忍、維護護理安全執業環境責無

旁貸，為嚴正規範醫療暴力，衛福部已修正醫療法第24條及第106條，加重施暴者刑罰處
份；最近修正「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辦法」，將醫護人員執行防

疫工作時遭受暴力所生損害納入補償事項，同時提供第一線照護疑似或確診病例之醫事人

員相關津貼與獎勵，以維護醫護人員的執業權益。

　　護理人員佔健康照護體系一半以上的人力，是實現全民健康覆蓋最主要的人力，投資

護理人力達到「全民均健」是我們共同的目標，關於護理人員留任政策一直持續進行中，

包括護病比納入醫療機構設置辦法、醫院評鑑指標、同時連動健保給付與偏鄉醫院加成、

護病比資訊也定期公開，護理職場爭議通報平台更獲得基層護理人員的信任與參與，3年來
已接獲近1,500件、通報案件的結案率是95%，裁罰率約15%。世界衛生組織將今(2021)年訂
為「國際衛生和照護工作者年」，並以「保護、投資、團結合作」為主題，強調保健、投

資第一線照護夥伴的重要性。今年護理師節，衛福部特別以「疼惜護理」為主題，同時出

版「未來健康：腳會說話」一書，提供護理人員保健方法，我們相信有健康的護理師，才

有永續的護理人力，投資護理就是對人類生命的尊重，祝福護理夥伴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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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靖秋理事長　讓我們創新護理的專業價值，提供感動的專業服務

　　今年5月12日國際護師節前夕，臺灣疫情突然轉趨嚴峻，我們被迫停此
舉辦有1600人受邀出席的慶祝大會，雖然疫情趨緩，但變數仍多，所以今
天改為線上視訊頒獎典禮，現場只邀請專業貢獻獎和服務奉獻獎的得獎

者，及評審委員蒞臨現場。對於今年的所有20年、25年、30年、35年、
40年及45年的資深護理人員，無法讓大家到現場接受祝福，感到很抱
歉，謹代表全國18萬護理伙伴，祝福您們。

　　護理不是ㄧ個容易的工作，錢少事多，需要輪值三班，沒有正常的休

假，更常常需要加班，這樣的工作如何支持大家願意服務3-40年呢？我想如果沒有服務的
熱忱及奉獻的使命，是很難支撐的。尤其這次的疫情，改變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與

人際互動，影響無數產業與經濟脈動，大家都說這些改變與影響回不去了！但有ㄧ個專

業，有ㄧ群人仍然堅守崗位，秉持南丁格爾的誓詞，沒有忘記初衷，一直守護需要照顧的

病人或家屬，她們盡力去解除病人身體的病痛，還有心靈哀傷的撫慰，這群白衣天使不論

白天與黑夜，不管週間與假日，ㄧ年365天，一天24小時，大家不畏艱難，堅持護理專業的
角色，就為了讓臺灣民眾有安心的醫療照護環境，這份勇氣讓臺灣民眾看到護理專業的價

值，對於各位的表現本人感到非常的驕傲，且以身為護理人員為榮。

　　疫情終究會過去，護理專業在後疫情時代，除了新興傳染病所帶給我們的專業知識更

新外，我們要更快速的學習智慧醫療對傳統醫療服務的衝擊與因應，生理感應器持續蒐集

病人的心律、血壓、活動狀態，針對高危跌倒患者離床提早發出警訊，智能藥品管理讓取

藥、撥補更迅速，這些可以降低醫護人員的負擔同時提升效率，將時間還給護理人員做真

正有效的治療及互動。

　　高齡化、少子化及照護人力的不足，雖然醫療科技可省去重複性的機械式工作，讓護

理人員能真正的把時間花在與被照護者互動上，但我們仍然無法有足夠的人力去承接病人

所有的醫療與生活照護工作，加上這次疫情因為感控問題，限制陪病家屬或照顧輔助人力

在醫院的流動，這會讓我們所熟悉的護理照護模式受到衝擊。

　　不管未來會面臨什麼挑戰，全聯會會與大家一起面對，希望大家莫忘初衷，一起加

油！讓我們創新護理的專業價值，提供感動的專業服務。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平

安喜樂，謝謝！

評審委員蕭湘文教授  因為有你們的給予及付出，才有今日台灣的穩定

　　我很榮幸代表評審團在這個專業、美好的時刻說一些話，我曾經聽過

一句話：「護理人員的日常，就是為了人們的無常、失常與非常。」這

句話很巧妙地引出了護理的本質。你們有發現嗎？護理、護理，如果從

台語的發音，他叫做護你、給你。就是定義了護理培育的本質。的確，

當我們生病的時候都是護理人員在照顧著我們；當病人驚慌失措的時候

也是你們在給予安慰；當人們到生命終點時，也有你們的陪伴。正因為有

你們的給予及付出，才有今日台灣的穩定。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評審團非常審慎選出來的。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與台灣

護理學會在將近18萬的執業護理人員當中，從被推薦、評審的兩個多月過程當中，審慎地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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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座的得獎者。其實評審團對每一位被推薦者都感到無比的動容，都非常的感動。獲得專

業貢獻獎者，通常都是對護理專業有新的創新，或者是有足以為表率的一些優良事蹟；獲得

服務奉獻獎者，通常都是在醫療資源匱乏的地區，提供無私的奉獻，同時足以表率。

　　我們都知道，這一場盛會是遲來的盛會，從5月12號到現在將近半年的時間，我們面對
著百年的大業，而護理人員在這段時間所扛續的身心壓力，有你們在第一線的付出，才有

台灣今日的穩定。我僅代表所有的評審團以及所有的民眾，對護理人員致上最高的敬意，

同時也藉由今天的場合，給予所有獲獎者最大的致意。護理，護理(台語)，因為有你們，我
們才有今日台灣的安定還有全民的健康，感謝你們，謝謝！

春風化雨 無私奉獻　鍾信心教授獲總統親頒「台灣護理典範獎」

　　為表揚終身投入護理專業工作，對台灣或國

際護理專業有重大貢獻及深遠影響之護理專業人

士，國際護師節聯合慶祝大會特設立「台灣護理

典範獎」，由鍾教授信心榮獲第一屆獎項。鍾信

心教授1923年4月12日生於淡水，1944年投入護理
工作，奉獻護理界至今長達79年，她用生命寫下
寶貴的台灣護理史，更是跨時代的傳奇國寶。

　　鍾教授一生獻身教育、愛護學子、照顧患者、關懷弱勢，更在1993年於高醫退休後，
拋磚引玉捐出250萬元，募集資金成立「財團法人信心護理文教基金會」，嘉惠許多後輩。
更令人感佩的是，鍾教授即使年近百歲仍退而不休，自願兼任高醫護理系無給職教授，以

學校為家，陪伴著護理學院師生成長精進，是護理終生學習的典範。

　　鍾教授無私的奉獻受社會景仰，曾獲「傑出護理人員奉獻獎」、「賴和醫療服務獎」

以及「醫療奉獻獎」等等，但篤信基督教的她說，「護理是我的生命!這是上帝的召喚!」
踏上護理這條路，她終生無悔，她一心所想的是無論什麼時刻，都希望將自己僅有的全部

奉獻，傳承恩典，此等奉獻和熱忱影響著眾多臨床界及學術界後輩，帶給護理界最強大的

「信心」。而她在護理界播種的一粒麥子，已在台灣結實累累。於今年9月獲總統親自頒獎
獎狀及獎章，給予鍾教授及全體護理人員極大的鼓舞及尊榮。

 110年國際護師節【LIVE線上直播】慶祝大會

頒發台灣護理典範獎、台灣傑出護理人員獎、台灣護理先驅-周
美玉女士薪傳獎、國際醫療護理防疫團體獎及線上表揚服務滿

25年、30年、35年、40年及45年資深護理人員，更多內容歡迎
逕至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_2vzAMbfyI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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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香頻整理】

醫護人員不織布創新產品應用發表會

看見護理創新、創造優質生活
　　本會與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合作，於10月16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2館舉辦之國
際醫療暨健康照護展中，辦理創新產品發表會，借此機會將護理人員的創意發想多元曝

光，讓社會大眾看到護理的亮點，爭取與相關廠商合作量產的可能性，也藉由不同領域的

創新與融合，讓不織布帶給醫護界更高品質的醫療過程，提供民眾健康新生活，共創產業

新氣象。

邀請參展作品與發表者：

 安全哺乳枕／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周如芬護理長

 金惜皮氧氣面罩專用帶／臺北榮民總醫院　蘇瑞源護理長

 杯杯cover小手腳／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王藝華護理長

 布步相倚、暖暖相隨～二合一待產輔助巾助妳好生／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思妤護理師

 便利冷熱敷手套／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謝佳容副教授、盧美鈴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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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藝華護理長

周如芬護理長
謝佳容副教授、盧美鈴護理師 林思妤護理師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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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告 【文／吳香頻整理】

衛生福利部修正「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辦法」

　　為了保障防疫期間醫護權益，衛生福利部於9月3日公告修正「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
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辦法」，明訂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執行第五類傳染病(含
COVID-19)防治工作時遭受醫療暴力(即醫療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情事)，致
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準用本辦法規定予以補助。傷者最高補助新台幣100萬元，導致
身障依嚴重程度補助最高265萬元至1000萬，死亡最高補助1000萬元。詳細內容請參考本會
公告 https://www.nurse.org.tw/publicUI/B/B10301.aspx?arg=8D971EC4218C95E071

 

☉ 本會將於12月1日至12月31日辦理「111年會員護師節紀念品」票選活動，請會員至本會
網站登入投票，投票人數每50人由電腦自動隨機抽獎一次，愈早投票中獎機率愈高，活
動結束後即以掛號將獎品寄出，敬請本會會員踴躍參與。

各縣市公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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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1日辦理「老鍋休閒農莊+新竹17公里海岸線一日遊」，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黃璉華教授／候補監事　連任ICN 2021-2025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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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于博芮候補理事於110年9月1日榮升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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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 「專業人員母乳哺育進階課程」研討會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日期 主題 地點

11/5 護理人員醫事相關法制研習會

本會大講堂
11/15、22、29及12/6 護理人員N3專業能力培育研習課程
11/23、30及12/7、14 N4進階課程-專業能力培育研習課程
12/3 COVID-19 醫療照護研習會



7

黃湘玲1、曹英2

1花蓮慈濟醫院護理師、2慈濟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通訊課程 (1)

【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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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的顱內炸彈--腦動靜脈畸形

♥

♥

♥

♥

一、前言

　　腦動靜脈畸形（brain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是罕見的血管病變，會伴隨自發性顱
內出血，癲癇發作或頭痛，且通常發生在年輕族群中，亦為年輕人中風的主要原因。腦動靜

脈畸形在破裂前通常無明顯症狀，因此不易早期發現，往往都是腦動靜脈畸形破裂後，發生

劇烈頭痛、意識狀態改變時才就醫，而一旦破裂出血，會造成10%的死亡率，倖存者中也有
30～50%會導致永久性的後遺症 (Salomon & Connolly, 2017)。

二、病生理與流行病學

　　動靜脈畸形的血管為糾結異常擴張的血管所組成，血液通過動脈直接流入靜脈，導致輸

入的動脈和引流的靜脈的血流高於正常壓力，而導致此種複雜的血管病變之因素包括：血管

內高流速、剪切力、靜脈流出道堵塞（可能因長期高流速動脈血導致）、動脈竊血和區隔化

（compartmentalization）等。腦動靜脈畸形所引起出血的年風險值約為3％，但根據該畸形的
臨床和解剖特徵，該風險可能低至1％或高達33％。如果病患之前有過出血情形則風險比值
(hazard ratio; HR)為3.2 (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2.1 to 4.3)，若發現畸形在大腦或腦幹深
處，則腦出血的風險比值為2.4 (95% CI, 1.4 to 3.4)，若深部靜脈出現引流異常，則腦出血的風
險比值為2.4 (95% CI, 1.1 to 3.8) (Derdeyn et al., 2017)。

三、診斷與分級

　　在動靜脈畸形的臨床症狀中常見為劇

烈頭痛、癲癇及伴隨有局部神經學症狀，

例如：半側肢體乏力、臉部表情不對稱及

感覺異常等。而臨床診斷可透過電腦斷層

掃描（CT）和核磁共振（MRI）以及血管
顯影檢查（CTA和MRA）可鑑別診斷出動
靜脈畸形，但是動靜脈畸形的診斷仍然由

血管攝影檢查才能確立(Kato et al., 2019)。 
　　動靜脈畸形的特殊解剖特徵，可用有

效的量表來提供疾病的治療方針，如：Spetzler-Martin grading (SMG)量表（上表1），它是將
動靜脈畸形的危險程度分5級，量表結合了3種特徵，即：直徑、是否存在深部靜脈引流以及
是否位於重要區域；1-2級為低度風險，3級為中度風險，4-5級為高度風險(Kato et al., 2019)。

四、治療

　　動靜脈畸形的治療分為手術治療、血管內治療及放射線治療等三類。當Spetzler-Martin評
分為1-2級的動靜脈畸形適合使用手術切除來處理，若動靜脈畸形的位置不適合使用手術治
療，可以考慮使用放射治療或血管內治療；若評分為3級則建議使用血管內栓塞治療；在高度
風險4-5級則建議使用放射線治療。對於治療不易之高風險度的動靜脈畸形並降低未來再出血
的風險，可採用合併治療的方式，如：血管內栓塞合併放射線治療或手術治療後進行血管內

Table 1 Spetzler-Martin grading (SMG)評分量表： 
病灶特徵 分類 分數＊

大小 小（< 3 公分） 1
中（3 ~ 6 公分） 2
大（> 6 公分） 3

位置 非位於重要腦部 0
位於重要腦部（Eloguent） 1

靜脈引流

模式

無深部靜脈引流 0
有深部靜脈引流 1

＊註：Spetzler-Martin grading scale 滿分介於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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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Kato et al., 2019)。各類治療方式之優缺點，如下列：
1. 手術切除的優點為直接切除病灶，完全降低未來再出血的風險，但缺點為過程具侵入性，
仍有造成神經損傷的風險。

2. 血管內治療乃使用血管攝影的方式，以金屬線圈或化學物質進行動靜脈栓塞，其優點為術
式傷口小，缺點為術中有血管破裂或阻塞的風險。

3. 放射線治療乃使用放射線照射在動靜脈畸形的血管上，使血管內皮細胞大量增生，最後造
成血管阻塞，動脈無法再直接灌流血液至靜脈端，其治療效果會在半年後開始出現，並

追蹤至2年；其優點為過程不具侵入性，有些手術無法處理的部位可以透過放射線治療，
缺點為作用時間長，治療期間仍然有再出血的風險，且放射線難免會破壞附近的腦組織

(Derdeyn et al., 2017; Kato et al., 2019)。

五、追蹤與護理

　　一旦診斷出動靜脈畸形，無論是否破裂，每年的出血率都會逐年上升，因此在追蹤管理

上，預防再出血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在動靜脈畸形未破裂的病患需要注意頭痛與癲癇是否有再

發生；而動靜脈畸形破裂的患者如同自發性腦出血的患者，在急性期要確保呼吸道暢通與心臟

循環系統的功能，在此階段可能需要安排緊急手術放置腦室外引流管或其他侵入性的監測儀

器，於加護病房期間需要注意血壓的控制、預防靜脈血栓以及癲癇藥物治療，其他併發症須注

意的例如：發燒、高血糖、顱內壓上升等（簡、伍，2020；Derdeyn et al., 2017）。
　　病人治療後的追蹤時間依其治療方式的不同而不同，手術後病人不久即進行血管攝影，以

確認完全切除病灶；對於使用血管內栓塞或者放射治療的病患需進行重複性的影像學檢查，然

而目前並無最佳的頻率建議，不過放射治療後通常會6個月追蹤一次核磁共振檢查，其目的除了
評估動靜脈畸形，也可評估放射線誘發的囊腫是否形成或有組織壞死 (Derdeyn et al., 2017)。

六、結論與討論

　　動靜脈畸形是先天異常的血管所組成，它在病患身上所造成的出血風險每年逐漸增加，甚

至對生命造成威脅；影像學檢查可以協助醫師適當的診斷，Spetzler-Martin可以評估病患動靜脈
畸形的嚴重程度；在醫療處置上，目前無論是手術、栓塞或放射治療等技術都有長足的進步，

且病況追蹤也可依照不同的治療方式，有相對應的檢查與時程；在病患照護上，首先應該多了

解各項治療下對病患的潛在風險，同時提供個別性的照護，以減少疾病惡化的風險（簡、伍，

2020；Derdeyn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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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慧洳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授/律師

車禍、職災與勞動契約終止之法律議題通訊課程 (2)

【法規課程】

♥一、前言

　　勞工如發生職業災害，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雇主應補償勞
工必需之醫療費用；又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勞工在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
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再者，依勞基法第13條規定，勞工於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醫療
期間，除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且經報主管機關核定，雇主不得終

止契約，此規定旨在避免勞工於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生活頓失所依，係對勞工之特別保

護，應屬強制規定，雇主違反此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自不生契約終止之效力（參照最高

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466號民事判決）。
　　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係指「醫治」與「療養」而言，而勞工處於「施行矯正
手術」與「追蹤檢查」階段，非此處所謂之「醫療期間」（參照最高法院90年台上10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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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動靜脈畸形的臨床症狀中常見為劇烈頭痛、癲癇及伴隨有局部神經學症狀，例如：半
側肢體乏力、臉部表情不對稱及感覺異常等。

2. Spetzler-Martin grading (SMG) 評分量表病兆特徵大小為3~6公分時，分數為1分。
3. Spetzler-Martin grading (SMG)量表分為6級 以4-6級來說是屬於高度風險。
4. 臨床診斷可透過電腦斷層掃描（CT）和核磁共振（MRI）以及血管顯影檢查（CTA和

MRA）。
5. 動靜脈畸形的血管為糾結異常擴張的血管所組成，血液通過動脈直接流入靜脈，導致輸
入的動脈和引流的靜脈的血流低於正常壓力。

6. Spetzler-Martin grading (SMG)量表評分若為5級，臨床則建議使用血管內栓塞治療；在3級
則建議使用放射線治療。

7. 照護動靜脈畸形破裂的患者，在急性期要確保呼吸道暢通與心臟循環系統的功能，且要
監測病人的症狀避免有合併症的發生如顱內壓上升等。

8. 動靜脈畸形是先天異常的血管所組成，導致病患身上所造成的出血風險每年逐漸降低，
對生命不會造成威脅。

9. 常生活中更應時時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出現有頭痛症狀，都有可能是動靜脈畸形需要
進一步去醫院進行檢查。

10.急性腦部出血的臨床症狀主要如下:突然噁心、嘔吐、嚴重頭痛，可能被形容成「有生以
來最嚴重的頭痛」。

通訊
考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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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勞工處於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縱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
所列情形－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雇主依勞基法第13條規定仍
不得終止契約（參照勞動部台（78）勞動三字第12424號函）；反之，勞工若非處於勞基法
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僅處於後續之追蹤治療或復健程序，且已恢復一定工作能力，如
無正當理由曠工，雇主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本文擬介紹一則關於勞基法第13條規定之判決，於此判決，護理人員甲於105年5月5
日騎車至X醫院上班途中發生車禍而受有腰椎骨折傷害（此稱「通勤災害」），其主張該
車禍所致之傷害屬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職業災害，並主張X醫院於107年10月6日終止與其
間之勞動契約，並不合法，因其仍處於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X醫院依勞基法第
13條規定不得終止勞動契約，因其與X醫院間之勞動契約未經合法終止，該勞動契約於107
年10月6日後仍存在，X醫院應給付其自107年10月6日起至108年5月31日止之薪資共714,000
元。惟X醫院主張甲非處於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且已恢復工作能力，應於107年
10月1日返回醫院工作，卻未依勞工請假規則請假而繼續曠工三日，X醫院自得依勞基法第
12條第1項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X醫院是否合法終止該勞動契約，涉及以下三則問題：（1）該通勤災害是否屬勞基法
第59條規定之職業災害？（2）甲是否處於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是否已恢復工作
能力而應返回醫院工作？（3）甲是否未依勞工請假規則請假而有繼續曠工三日之情事？本
文茲針對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勞工請假規則、勞基法第12條第1項6款規定等相關法律概
念以及本案當事人主張與法院判決結果說明如下。

二、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勞工請假規則與勞基法第12條第1項6款規定

（一）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

　　勞工上下班途中發生車禍，稱為通勤災害，我國勞工保險條例對通勤災害並無明文規

定，而勞工保險條例第34條規定所授權制定之法規命令，即「勞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行職
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其第4條第1項規定將通勤災害視為職業傷害，以核給職災勞保給
付。通勤災害為勞工保險條例之職災勞保給付所涵蓋，然其是否為勞基法上之職業災害而

有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則有爭議，部分法院認為勞基法第1條規定之立法目的，除在
保障勞工權益，亦在「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解釋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

自應從勞資雙方權利衡平為之，倘勞工發生之事故並非雇主所得控制或預防，完全是勞工

個人之行為所致者，即無強令雇主應負無過失責任去照顧勞工，否則即有失公平，故認勞

基法第59條規定所稱之職業災害，應限於勞工為雇主服勞務時，因勞動場所、作業活動或
其他職業上原因所致之災害為限（徐，2017）。

（二）勞工請假規則與勞基法第12條第1項6款規定
     勞工請假規則第6條規定：「勞工因職業災害而致殘廢、傷害或疾病者，其治療、休養
期間，給予公傷病假。」勞工請假規則第11條規定：「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
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

假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勞
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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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準此，勞工於有請假之正當理由時，固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

續，然法律既規定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勞工自應依雇主要求提出有關證明

文件，以完成法定請假手續之義務，否則勞工縱有請假之正當理由，倘其未依該程序辦理

請假手續，仍應認構成曠職，得由雇主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6款規定終止雙方間之勞動契
約，始能兼顧勞資雙方之權益（參照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度勞上字第33號民事判決）。

三、案例介紹－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勞訴字第91號民事判決

（一）護理人員甲主張

　　甲主張其發生通勤災害，因仍處於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迄今仍無法對X醫
院提供勞務，X醫院竟於107年10月6日寄發存證信函，以其繼續曠工3日為由終止兩造間勞
動契約，X醫院因違反勞基法第13條規定，故對其所為之解僱不合法。

（二）X醫院主張
　　X醫院主張有三：（1）甲因車禍而受傷，非屬勞基法第59條規定所稱之職業災害；
（2）縱該車禍所致之傷害屬職業災害，勞保局認定甲之職災傷勢休養至106年7月28日已穩
定，甲已非處於醫療期間不能工作之狀態；（3）甲自105年5月5日發生車禍已逾兩年半之
久，均未曾返院工作，顯已超過一般雇主所能容忍之程度，X醫院107年9月22日以存證信
函通知甲應於10月1日起返院上班，若無法返院上班，應提出診斷證明文件完成請假手續，
甲未完成請假手續，且有繼續曠職三日以上之事實，X醫院終止勞動契約，應屬合法。

（三）法院判決

1.通勤災害是否屬於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

     勞基法第59條規定所稱之職業災害，應限於勞工為雇主服勞務時，因勞動場所、作業
活動或其他職業上原因所致之災害為限。甲係因車禍而受傷，並非於X醫院提供勞務時受
傷，且該車禍經刑事判決認定肇事責任在甲，甲主張該通勤災害為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

而X醫院應負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職業災害責任，已非無疑。
2.勞動契約之終止是否合法？

　　縱認該車禍屬職業災害，勞保局認為甲因該車禍所致傷病，休養至106年7月28日已穩
定而可工作，又依甲提出之丙種診斷證明書，可知甲最晚於106年11月14日即已無明顯發炎
徵象，應已有工作能力，難認甲於106年11月14日之後仍在醫療期間而不能工作，其自該時
起即有為X醫院提供勞務之義務。甲於107年9月22日收到X醫院通知甲於10月1日返院上班
之存證信函後，於9月29日僅以通訊軟體告知護理長：「目前疾病仍在治療中，會繼續請
假」，甲因未提出經醫師審定不能工作之診斷證明書，故未完成請假手續，其於10月1日至
10月5日均未到院上班，已構成無正當理由曠工，X醫院於10月6日再以存證信函通知甲，
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認為合法。
3.甲請求107年10月6日起至108年5月31日間薪資是否有理由？

　　兩造間勞動契約已由X醫院於107年10月6日以存證信函終止，甲於10月9日收受該存證
信函，該勞動契約於10月9日終止，甲訴請法院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即屬無據，甲請
求X醫院給付自107年10月6日起至108年5月31日止之薪資共714,000元，為無理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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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考題（是非題，共10題）：

1. 勞工如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毋庸補償勞工必需之醫療費用。
2. 勞工如發生職業災害，在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時，雇主毋庸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
3. 勞工於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除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
且經報主管機關核定，雇主不得終止契約。

4. 雇主違反勞基法第13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不生契約終止之效力。
5. 勞工處於「施行矯正手術」與「追蹤檢查」階段，非處於勞基法第59條規定所稱之「醫
療期間」。

6. 勞工處於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雇主可終止勞動契
約。

7. 勞工因職業災害而致殘廢、傷害或疾病者，其治療、休養期間，給予公傷病假。
8. 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
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

9. 本件法院認為X醫院終止與護理人員甲之勞動契約為合法。
10.本件法院認為護理人員甲請求107年10月6日起至108年5月31日間薪資為有理由。

及格成績100分(不限考試次數)，登錄「法規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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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結論

　　通勤災害為勞工保險條例之職災勞保給付所涵蓋，然其是否為勞基法上之職業災害而

有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則有爭議，本件法院認為勞基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應
限於勞工因勞動場所或職業上原因所致之災害為限，故認為甲於上班途中發生車禍是否屬

於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職業災害，則有疑義；然縱認其屬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甲已非處
於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甲應返回醫院上班，若無法返院上班，應依勞工請假規
則辦理請假，甲未提出不能工作之診斷證明，未依法完成請假手續，且繼續曠工三日，X
醫院終止勞動契約為合法。期待本文可協助護理人員理解勞基法上之「職業災害」與「醫

療期間」之法律概念，亦協助護理人員了解依勞工請假規則完成請假手續之重要性，避免

無故曠工而遭雇主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解僱之憾事發生。

參考文獻

徐婉寧（2017）．通勤災害之認定基準－兼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三年度訴字第一○
五五號判決，政大法學評論，148，113-163。

勞動部台（78）勞動三字第12424號函。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466號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90年台上1055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度勞上字第33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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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被裡的玫瑰花
董育秀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護理督導

　　從事護理臨床工作的時間早已過了「而立之年」，但要和先進相比是還

有些差距的…不過這不算短的護理臨床歲月雖說辛苦，其中不乏令我難忘與

感動的事....細數30多年的臨床護理工作，赫然發現加護病房重症照護就佔

據了大半的時間，每天與生死角力、與時間拉鋸，在這些過程中我體驗了許

多令人終身難忘刻骨銘心的人生經歷…

　　江先生這對夫妻是令我難以忘懷、記憶猶新的…照顧他們也已是10多

年前了吧!那時我在心臟外科加護病房工作，江先生因肺動脈肉瘤進行手術

摘除，手術後病情不穩，氣管內管無法順利移除接著呼吸器，無法以言語表

達，同時為了穩定血流動力狀態除了多種強心藥物使用，還裝置了”葉克

膜”，這一天他情緒激動、異常煩躁，幾度有拔管的衝動，著實讓大夥傷透

腦筋…經過長時間的安撫，才在筆談中，江先生艱難的寫了令大家頭痛不解

的兩個英文單字"WB"，雖然只是簡單的兩個字，但當時絕對是影響他情緒的

關鍵…當下真是"全體總動員腦力大激盪"…最後才得知WB原來代表是WIFE 

BIRTHDAY…太太明天生日！他卻懊惱無法有任何表示，而十分沮喪…當時我

們跳脫了一般「理性」的處理方式，好比說：病人在住院時所呈現情緒或心

理上的健康問題；照護的護理同仁及時給予合宜情緒上的安撫…針對妻子生

日，而無法有任何表示這部份，會告訴及安慰病人，”你安心養病，太太不

會介意的，等好起來再幫太太補過！她一定不會介意的！”若其情緒激動或

躁動，影響到安全，則會依醫囑給予適量的鎮靜藥物，協助情緒上的安定…

依照上述的模式，沒有人會覺得我們做的不好…,不過當時我們選擇了一種

不同的方式…透過筆談得知太太明天生日，他卻無法有任何表示而沮喪…我

們告訴他別擔心，交給我們吧！隔天一早，我到醫院商店街的花店買了一朵

玫瑰花包裝好，寫好卡片再請江先生簽上雖然扭曲但終究是親筆的簽名，一

併將它們放在病人的棉被裡，我們一齊期待會客時間快快到來…等到會客

時，太太出現，江先生自棉被中拿出玫瑰花及卡片…在場的護理同仁圍過

來，幫江先生唱起生日快樂…歌聲感動著這對夫妻…夫妻倆眼角沁著淚光，

更感動了在場的我們及其他探病的家屬…久久不已…後來呢？江先生成功脫

離葉克膜及呼吸器，康復出院！而我呢?每每想起這段過往心中總是有一陣

漣漪在心湖中波盪著，久久不能平靜呢!



期待(臍帶)生命、繫說孕產

柯雅芳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產房護理長

　　懷孕過程中，孕產婦很少思考關於胎盤的

大小事，然而，胎盤的重要性猶如胎兒的守護

神，守護著胎兒的每個心跳，也牽動著母體內

的每個改變，是值得孕產婦關注。胎盤具有代

謝與過濾的功能，將母體的養分輸送給胎兒，

胎兒不需要的物質代謝出去，胎盤功能若不如

預期，胎兒獲得的養分就會受影響，連帶會影

響生長的幅度。一旦在懷孕期期間發現母體的

胎盤功能有異，前置胎盤、胎盤早期剝離、子

癲前症、胎盤鈣化等，除了定期產檢很重要外，也需事先做好生產前準備，以降

低非預期的生產風險。寶寶及胎盤娩出後，醫師會再確認胎盤是否完整沒有殘存

的胎盤組織，避免造成產婦的不正常出血。綜合以上，從產前至產後，一個正常

的胎盤功能與位置，對母胎健康是具有重要意義。

　　胎盤呈圓盤狀，很像樹冠，連接著的臍帶，又很像樹幹，故又名為《生命之

樹》，會賦予其美好的寓意，是寄託著希望寶寶健康成長、成為棟樑之材的祝

福。胎兒出生，胎盤的使命便結束了。一個小生命呱呱墜地，代表著小家庭進入

新的人生階段。準父母們會動腦筋想要給寶寶留點獨特的紀念品，於是市面上有

人做胎毛筆、手足印、拍滿月照等。因胎盤不能保存，一般娩出後都當作醫療廢

物處理，所以身為產房護理人員的我帶領單位的同仁嘗試轉換畫作形式，鼓勵及

協助孕婦於產後拓印胎盤及臍帶為整個孕產過程留個不一樣的紀念品。在產前已

與個案討論胎盤拓印之事，因生產過程中個案發生胎盤剝離不完全，使用產械協

助胎盤娩出，產後個案擔心胎盤組織不完整無法拓印。所幸在產房人員協助下完

成拓印與繪圖(圖)。拓印的理念是胎盤及臍帶傳遞給寶寶的不僅是維持生命的養

份，更是媽媽對小孩的愛，胎盤上的血管分佈宛如神經傳導，傳遞「愛的賀爾

蒙」催產素、泌乳素。雖然胎盤是不完整的，但是，對個案而言是一張可用來紀

念及訴說生產故事的拓印畫。

　　醫療的真諦是愛，從在臨床工作起，就是專業奉獻的起點，病人走進醫院，是

信任與託付的開始，醫病之間彼此交會的旅程，是一道道人生風景。孕育生命的旅

程，是奇妙而珍貴的，雖胎盤、臍帶都是寶寶的附屬品，也是生命開始的依據。透

過胎盤拓印，同仁們將藝術融入產房，創造舒適和緩的生產環境。有道是「護理是

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繪畫可以讓自己在身處高度專業及壓力的工作環境

中，選擇以不同視角，轉換心境，讓自己更樂於工作，享受付出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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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柯雅芳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