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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錄

　　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已於3月19日假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辦理完
畢，為防範疫情可能風險，大會婉謝貴賓蒞會，縮減集會時間為1小時。
會員代表們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規定，量測體溫、乾洗手液消毒及

配戴口罩，共計實體及委託出席者506位，展現高度的熱忱與向心力。

　　110年因為疫情限制，有些實體活動被迫取消或停辦，但全聯會沒
有因此怠惰，仍然兢兢業業完成會員的期待，回顧重要工作成果包括：

1.爭取16.14 億點用於(1)隔離病床護理費調升27.65%、(2)除慢性病床外，
其餘病床護理費點數調升5% (3)調升經濟病床（含精神科）其與急性一般病床護理費點數差值
之50%，自110年3月1日起施行。2.自110年第2季起保障加護(包含精神科及燒傷)病床之住院護
理費一點1元；留置導尿術支付標準由315點調升至363點；3.考量山地離島地區交通不便訪視
不易，爭取將山地離島地區所有醫事人員訪視費用均調高兩成。4.整合8個長照相關學協會團
體，發展CD02長照護理專碼的9項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照護操作指引手冊，爭取長照護理專
業給付。5.型塑護理專業形象，辦理「護理，疫心守護」攝影作品徵求活動，將台灣防疫時刻
留下珍貴的歷史紀錄。6.與異業資源合作，辦理「醫護人員不織布創新產品應用發表會」，推
廣護理創新產品，並使不織布產品更貼近醫護臨床上的應用與需求，達到雙贏互利。 

　　大會另一重點為選舉第十二屆理監事，並立即召開第十二屆第一次理事會議與監事會

議，選舉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暨副理事長與常務理監事，選舉過程非常平順，由義大醫療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醫療品質副院長紀淑靜高票當選第十二屆理事長，未來將由紀理事長帶領

著新的團隊與全體會員共同努力，繼續向營造優質護理職場的目標邁進。

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選出新的理監事團隊嶄新
的開
始

紀淑靜理事長



第十二屆第一次理事會議 第十二屆第一次監事會議

大合照

理事長交接

　　本會於3月19日假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卓越堂辦理『第十二屆第一次會
員代表大會暨理監事選舉』，應出席會員代表509人、出席506 人（實
到400人、委託106人）。選舉結果出爐後，立即召開第一次理事會議
及監事會議。

 當選名單及任務分配如下：

理  事  長： 紀淑靜
副理事長： 廖美南／護理人力政策小組召集人
 林綉珠／全民健保護理政策小組召集人 馬淑清／長期照護政策小組召集人
常務理事：明金蓮／會員福祉委員會主任委員 蕭淑代／公共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

 周繡玲／護理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莊淑婷／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廖彥琦／護理事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賈佩芳／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任秀如／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

理　　事： 張美玉、張翠芬、王  棋、周嫚君、葉秀真、張嘉蘋、朱翠萍、陳美珠、陳麗琴、
 吳姿蓉、葉淑玲、李芳珊、高玉玲、趙育玲、李英芬、吳孟嬪、林淑娟(陽大附 
 醫)、李世凱、黃瑞芬、朱  雯、許麗珠、徐紫娟、郭憲華、林淑娟(台北馬偕)
監事會召集人：高靖秋　　常務監事：張澤芸、許素珍

監　　事： 朱宗藍、張淑真、周汎澔、趙婉青、張瑩如、黃璉華、張秀君、張瀞文

第十二屆理監事當選名單與任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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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5月12日為護理師節

　　5月12日原訂為【護士節】，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行文內政部
正名護理師節，故內政部於今年4月11日公告修正為【護理師節】，相關訊
息請掃QR Code。

 

內政部公告

本 會 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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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碧雲整理】

【文／潘碧雲整理】



　　全球護理師持續面對 COVID-19 疫情挑
戰，以無比勇氣、不畏艱辛，獻身投入抗

疫工作。ICN 特將今年國際護師節主題訂為
「Nurses: A Voice To Lead- Invest in Nursing 
and Respect Rights to Secure Global Health（護
理引領發聲—投資護理，尊重護理權益，以

確保全球健康）」，呼籲政府和機構要積極

保護、支持及投資護理，改善護理職場環

境，以強化健康照護體系，守護民眾健康。

　　今年國際護師節聯合慶祝大會原訂5月
3日假國父紀念館辦理，因近期疫情急遽升
溫，基於防疫考量，將採視訊並限縮與會人

數在150人以內，地點則改在臺北市青少年發
展處花漾展演空間舉行。

　　大會將頒發台灣護理典範獎、台灣傑出

護理人員獎、周美玉女士薪傳獎及45年資深
護理人員獎，並視訊直播表揚本年度服務滿

25年至40年資深護理人員，與全國民眾共享
榮耀。得獎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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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設立此獎項。111年國際護師
節聯合慶祝大會籌備會推薦盧美秀教授為今

年度「台灣護理典範獎」得獎人。

台灣傑出護理人員獎 

　　今年共有45位傑出護理人員申請，共遴
選出專業貢獻獎與服務奉獻獎各9位共18位得
獎人，得獎名單如右：

111年國際護師節聯合慶祝大會

台灣護理先驅-周美玉女士薪傳獎

　　為傳承及發揚護理專業精神，表彰我國優秀護理專業人才，自110年起國防醫學院護理學
系校友會辦理「台灣護理先驅--周美玉女士薪傳獎」，經該會召開甄審會議，由美和科技大學
李選講座教授兼學術副校長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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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貢獻獎

姓　名	 服務機構及職稱

劉玟宜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授
徐畢卿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張榮珍 國立臺灣大學副教授
陳夏蓮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授
高啟雯 國防醫學院教授
吳孟嬪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護理部主任
任秀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護理部主任
陳麗琴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醫事訓練中心主任

劉淑芬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護理部主任

【文／盧雅鈞、潘碧雲整理】

服務奉獻獎

姓　名	 服務機構及職稱

賴慧珊 遇見居家護理所所長
劉秀雲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督導長

章正俐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護理長
卓妙如 輔仁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邱綉玲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附設長青護理之
 家護理督導

張雅嵐 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腫瘤個案管理師

廖瑞貞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護理長
吳淑靜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督導
黃美慧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護理長



●緣起

　　於2018年3月底，我國老年人口超過
14%，正式成為「高齡社會」；2019年全國
老人比率已達15.3%。根據資料推估，65歲以
上人口失智率為8%，再依據2010年人口普查
資料顯示，全台老人長照需要率為12.7%。
鑒於我國遭逢人口老化及少子化雙重劇烈衝

擊，這些急迫的照護需求，並不是急性醫療

照護體系所能滿足的。政府也努力增加長照

預算及政策推升，行政院105年9月通過「長
期照顧十年計劃2.0」（簡稱「長照2.0」），
並於同年11月開辦「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簡稱長照ABC)」，但是，該政策所糾結的
疊床架屋現象，原本屬於照管中心照管專員

的「擬訂照顧計畫的權責」，分出移至A級
社區整合服務中心（A單位），現行則由A單
位個案管理人員承接照管中心轉介的長照需

求者，並以個案為中心，每6個月擬訂與檢視
照顧計畫及服務連結，並將服務派案予B單位
（複合型服務中心）；惟，相當多的民眾對

於照管中心專員與A單位的個案管理員的角
色分工混淆，不清楚誰是主責，增添民眾困

擾，有礙發揮各自角色功能。

　　護理公會全聯會以確保全國護理人員權

益，提昇專業地位，打造共同願景，引領護

理專業發展，維護全民健康為宗旨。本會長

期照護政策小組在紀淑靜副理事長（現任理

事長）帶領下，倡議進行「照管專員及A個案
管理員角色釐清之政策」，遂由小組中負責

政策法規議案之委員承辦三場座談會，探討

照管專員與A單位個案管理員之現階段角色釐
清與行政業務困境，經由深入對話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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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管專員及A個案管理員角色釐清之政策倡議
紀淑靜	 義大醫院醫療品質副院長/助理教授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周矢綾	 台灣護理之家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長期照護政策小組委員

建立溝通平台，蒐集、釐清關鍵問題，以利

持續發展協助方案、倡議品質改善，並強化

長期照顧人員的角色與功能。

●進行方式

　　辦理三場座談會，為實際了解各縣市執

行樣態之周延性，由各縣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及部分縣市政府衛生局推派照管專員/照管督
導及A單位個管員2~3位參加，並分成照管專
員/照管督導及A個案管理員二組針對以下議
題做討論：

一、 現階段照管專員、A個案管理員之專業
能力、具備條件、角色與功能等制度須

釐清或建議。

二、 現階段照管專員、A個案管理員培訓、
管案量？

三、 現階段照管專員、A個案管理員之權責
問題、工作流程、時效、聯訪問題、面

臨之執行困境及建議。

四、 目前照管專員、A個案管理員工作評核
內容與輔導？B單位服務品質追蹤問題
與建議。

　　三場座談會共89人出席(照管專員/照管督
導33人；A個案管理員56人)，第一場26人：
含雲林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第二

場32人：含新竹市、苗栗縣、台中市、彰化
縣、南投縣。第三場31人：含宜蘭縣、花蓮
縣、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本會長期照

護政策小組成員，群策群力投入此座談會。

●結果

　　就座談會討論結果，彙整出照管專員/照
管督導及A個案管理員建議如下：



4月6日一名鼻咽癌患者與家屬，一同到台北榮總就診，回程搭乘高鐵經過桃
園站，家人發現癌友喝了飲料後，鼻腔不斷滲血無法止住，請求列車長協助。列車長見

情況危急，於車廂間廣播，並請求新竹站先叫救護車協助送醫，不到3分鐘，林護理師晏如及
顧專科護理師佩芬由不同車廂趕來，經過初步確認發現患者生命徵象不太穩定，立刻使用車

廂內AED幫患者救治。

讚!
護理之光 人美心也美 成大醫院/林晏如肝炎個管師、

台中慈濟醫院/顧佩芬專科護理師

【文／翁淑芳整理】

一、針對照管專員建議
1. 有統一內容的照管專員線上課程，以利
隨時進修。

2. 應重視照管專員的案管量，目前業務暴
增，超過1:250。

3. 民眾陳情案件讓照管督導壓力頗大，甚
至資深照管專員不願意升任，是否考量

應另設單位處理民眾陳情。

4. 照管專員負責的部分業務可以考慮外
包，例如：1966電話服務、年度滿意度
調查。

二、針對A個案管理員建議
1. 多數都希望A個案管理員的資格比照照
管專員，強調照護工作經驗而非長照工

作經驗。

2. 各縣市A個案管理員的訓練應趨向一致
性，並盡早取得證照以利線上銜接業

務。

3. 增加辦理的A個案管理員訓練課程，或
有統一內容的A個案管理員線上課程，
以利隨時進修。

4. A個案管理員的實習也可由優質的A單
位擔任。

5. A個案管理員可規劃進階制度為A個案
管理師，讓人員更有動力提升自我能

力。

6. B單位的品質監控應有明確的制度規
劃，再由A單位以公文方式通報違規。

7. 針對A單位的計點機制，應該全國統一
的標準。

8. A個案管理員收案量由150案調降為120
案，不敷成本，應再研議給付金額調升。

三、針對共同議題
1. 盡快修正長照人員共同訓練課程，課程
建置應貼近現階段的制度與運作。

2. 衛生福利部系統要再更友善、更優化，
減少照管專員及A個案管理員重疊的工
作。

3. 贊成由照管專員及A個案管理員採聯訪
方式，承接新案及高風險個案。

4. 縣市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契約應明訂照管
專員與A個案管理員是合作關係，非上
對下的關係。

5. 照管專員及A個案管理員都希望工作時
程以工作天來計算而非日曆天，而且下

班時間不應做照會，全國作法要統一。

6. 照管專員與A個案管理員的工作流程，
各縣市執行方式不該有太大落差，應定

期討論逐步趨向全國統一的做法。例

如：死亡個案的核銷方式、時效算法、

聯訪機制等。

●結語 

　　感謝長期照護政策小組的參與委員、各

縣市護理公會的協助，及代表各縣市參與座

談會的照管專員 /照管督導及A個案管理員
們，因你們對現狀政策的暢所欲言，才能於

座談會中蒐集、釐清現行各角色執行關鍵問

題，以利持續發展協助、倡議品質改善。後

續擬將結果提供給主政者參考，進而強化長

期照顧人員的角色與功能。

5



 

☉ 111年度「護理創作競賽」活動，即日起開始受理機構推薦至5月2日止。

各縣市公會訊息
【文／潘碧雲整理】

 

第29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  事  長：王文燕 常務理事：曾舜玲、翁芝爾、林美惠、黃文音

理　　事：余文彬、林芷葎、林素雲、林  好、謝芳貴、羅嘉玲、陳娥媚、陳玉螢、黃郁婷、
　　　　　林妙蕙

常務監事：姚文真 監事：李淑秋、程素足、胡瑞桃

 

☉本會研習活動，詳情與報名請上新北市公會網頁查詢

日期 合辦單位 主題

5月19日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護理臨床教師訓練(進階)研習會

5月20日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當腦細胞運轉時～品管clear 品質有power

徐逸民主 任 當選臺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王文燕督 導 連任基隆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莊淑婷副院長 連任臺中市大臺中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張翠芬主 任 連任雲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曾令君主 任 連任台東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第15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  事  長：張翠芬 常務理事：劉嘉恩、吳春桂、蘇麗惠、蔡麗琴

理　　事：郭美淑、黃書品、蔡青美、吳靜儀、林芳如、李小凰、陳仙媚、郭雅芬、

　　　　　廖素梅、嚴麗君

常務監事：陳美蓉 監事：李淑美、余玉如、黃美玲、涂孋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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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  事  長：徐逸民 常務理事：張美玉、曾雅玲、林麗英、許玲女

理　　事：黃惠美、溫美蓉、黃麗玲、鄧喬鳳、劉彥芳、吳姿蓉、林霏儀、趙麗玫、

　　　　　朱彥紅、林紹雯

常務監事：李秋香 監事：宋怡憓、蔡岑瑋、許原山、施素真

 

第18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  事  長：曾令君 常務理事：王鳳仙、林郁文、周淑娟、簡文俐

理　　事：馬瑞菊、林芸兌、張虹珠、蘇祝慧、張斯涵、張裕君、朱雪娟、李佩芬、

　　　　　邱武秋香、黃金鶯

常務監事：黃瑞蘭 監事：李淑玲、吳曉慧、歐惠容、邱月芳

☉ 為維護會務運作正常，111年度常年會費開始繳納，敬請盡早繳納並領取年度5月護師節
禮品(今年為7-11禮卷)。 

☉ 5月20日(星期五) 假台東馬偕紀念醫院辦理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緩和醫療照護課程
【東區場】。

☉ 6月24日(星期五) 假台東馬偕紀念醫院辦理「蕈狀傷口及管路照護」課程。

 

第19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  事  長：莊淑婷 常務理事：顏敏玲、胡靜文、于素珍、張麗玉

理　　事：彭安娜、張君妃、江蕙娟、張菀真、李玉茹、陳雅紅、陳雅惠、 胡瑛麒、
　　　　　李琳琳、胡憶芳

常務監事：黃瑞芬 監事：蔡麗珍、張梅芳、劉彩娥、陳美玲

 

☉舉辦「111年度護理創新競賽」，參賽作品請逕至本會網站→「護理創新競賽」進行線上
申請，受理時間：111年5月1日至5月31日。

☉敬請各位會員繳納111年度常年會費1,000元，凡111年5月31日前在本會繳納1,000元常年
會費者，發給護師節紀念品(三層摺疊手推車)一組，繳納方式於公會網站公告。

☉7月17日(星期日)舉辦基隆嶼繞島登島一日遊，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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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靖梅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所助理教授

通訊課程 (1)

【專業課程】

8

健康識能與臨床照護應用

♥

♥

前　言

　　健康識能（health literacy）概念從 1970 年代發展至今已近50 年。在台灣，為倡導民眾健
康促進觀念，早期曾以健康素養、健康知能等詞彙關注此議題，一直到2005年後健康識能概
念才逐漸受到重視。究竟甚麼是健康識能? 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健康識能是「一種技
能的組合，以認知和社會技能決定其動機，進而促進和維持個人良好的健康模式。」相關文

獻也指出，「健康識能是指個人對自我健康照護、疾病預防、健康促進或生活品質改善等，

所能做出的判斷與決策能力。」換言之，即是指個人獲得、處理以及了解基本健康訊息，

進行健康決策的能力。(Bitzer & Sørensen, 2018; Hersh, Salzman, & Snyderman, 2015; Sørensen 
et al., 2012)。其過程，包含對病情的獲取、理解、識別、解釋、創建、交流、計算及溝通技
巧，包括知道要問哪些問題和共享哪些信息以利決策(Dunn & Conard, 2018; Huhta, Hirvonen, & 
Huotari, 2018; Parnell et al., 2019)。健康識能的表現，受到情緒狀態、疼痛、疾病、視力、聽
力障礙及認知障礙影響；亦與所處的環境、政治和社會因素息息相關( Huhta et al., 2018 )；在
美國，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成年人對醫院的出院計畫、知情同意文件、醫療表格、健康教育

…等，在閱讀、理解和應用上，能力受限制。而在臨床中，我們也常發現醫護人員高估病人

健康識能，錯誤假設其已理解，忽略其衛教宣導或造成溝通上的障礙與不良情境發生(Hersh et 
al., 2015) 。

健康識能的重要性

　　知識和教育是個人接受治療的基礎；健康識能是個人理解健康信息並採取行動的能力。

當個人對複雜疾病、自我保健行為缺乏了解時，即需要一個有效的方式來獲得其健康。研

究指出，健康識能不足易導致民眾患有不良的健康結果、較高的死亡率和醫療成本的增

加 (Hersh et al., 2015)。許多實證研究及理論指出，健康識能與健康結果具有相關性(Levy & 
Janke, 2016)。健康識能是健康維持的重要決定因素，也是影響醫療知識、態度、自我效能、
問題解決能力、健康促進行為、自我管理能力及醫療行為的重要因素(Levy & Janke, 2016; 
Parnell et al., 2019)；也是健康城市的關鍵指標(Liu et al., 2018)。美國健康照護研究與品質機構
（AHRQ）亦指出，低健康識能會阻礙民眾與醫療人員之間的訊息溝通和瞭解、互動及信任
感。健康識能不足的民眾不容易獲得正確的健康醫療訊息、較無法瞭解醫療診斷及建議、容

易重複就醫、誤解藥方及用藥錯誤、反覆入院及增加急診的就醫次數及住院，導致醫療成本

增加，故有較差的健康狀態及較高的死亡率。

　　健康識能可應用於臨床多範圍，包含就醫經驗感受、醫病溝通、健康促進、衛教素

材、母乳哺餵、慢性疾病、腫瘤、手術…等(Chang et al., 2020; Huhta et al., 2018; Kaufman, 
Skipper, Small, Terry, & McGrew, 2001; Marciano, Camerini, & Schulz, 2019; Poureslami, Nimmon, 
Rootman, & Fitzgerald, 2017)。為了增進醫病溝通及正向醫病關係，國民健康署自106年起推動
健康醫院(Healthy Hospital, HH)認證，在評鑑基準中加入健康識能項目，引導醫院全面提供健
康識能友善的醫療健康服務，使就醫者不論其健康識能程度高低，都能有效獲得所需的照顧

與服務。為提高全體人民健康水平，提升健康識能是最根本、最經濟、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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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識能之臨床應用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若要達到民眾的健康平等，可透過專業的醫療與健康教育訓練，也

就是要從健康識能 (health literacy)介入，以提升民眾對健康決策的能力。健康識能可分為三個
層次，分別為1.基本/功能性健康識能 (functional literacy ):係指個案有充足的讀寫技能，可在
生活情境中有效運作、發揮功能。2.溝通／互動性健康識能 (communicative/ interactive literacy 
):係指個案可從不同溝通管道中擷取資訊、了解意義及應用資訊。3. 批判性健康識能(critical 
literacy):係指個案可運用批判性分析、運用資訊，獲得較佳的控制。民眾健康識能的多寡影響
健康照護資訊的獲取、理解、評估、應用，進而影響健康照護、疾病預防及健康促進 (Bitzer 
& Sørensen, 2018; Sørensen et al., 2012)。因此，健康識能的推展與應用，有其重要性。台灣
自 106 年開始，將健康識能列入健康醫院認證，導入臨床實務運用，如；提供不同形式及管
道衛教資訊（如：口語、圖文、影音、數位資訊、團體衛教及講座...等），增進病人或家屬
的健康識能活動或措施；使用淺白、易懂用語、文字及圖示，讓民眾容易理解；鼓勵民眾就

醫時勇於提問，如我可以有什麼選擇 ? 這些選擇對我有什麼好處與風險?這些好處與風險發生
的可能性有多少?幫助民眾深入了解疾病與決策；運用書面資料或視聽教材輔助溝通，書面
教材發展過程可納入民眾參與、評量，對印刷品質、文字大小、圖片、美編提供意見，做為

編修參考。並定期修訂書面與視聽資料，確保品質與正確性；定期運用神秘客、行走訪談、

神秘客評估醫病溝通及健康資訊的品質；利用決策輔具(decision aid)於醫病共享決策 (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針對身心障礙人士，運用圖卡、協助與聽障民眾溝通，如先閉嘴再開
口說話、說話時不要邊說話邊嚼口香糖、盡量說短、簡單且完整的句子。可用筆談、手語、

圖片、表情、動作等溝通方式；針對外籍就醫人士，使用母語翻譯服務以及與翻譯人員合

作；運用書面資料，如:單張摺頁、圖文短篇、卡通圖畫、多媒體教材、Podcast、DVD、3D 
模型、病人查詢系統等，輔助口語溝通、加強病人理解，協助醫病溝通(魏米秀等，2018）。
　　此外，評估民眾健康識能程度及狀態也是審慎且必要的，可有助於瞭解阻礙民眾健康

信息獲取因素(Rudd, 2017)。如何評估健康識能程度及狀態?目前本土健康識能量表，主要包
含國家衛生研究院擬製的中文健康識能評估表與中文健康識能評估量表簡式量表…等。國

際上，使用較廣泛使用的量表則包含The rapid estimate of adult literacy in medicine (REALM)
以及依據其衍生出的Shortened REALM與REALM-R、Test of functional health literacy in adults 
(TOFHLA) 成人健康識能評估量表，除此之外，也有針對慢性病如:糖尿病、口腔疾病所擬制
之健康識能量表(Arozullah et al., 2007; Davis et al., 1993; Dumenci, Matsuyama, Kuhn, Perera, & 
Siminoff, 2013; Kim et al., 2020; Neelima et al., 2018)。健康識能對慢性疾病個案的自我照顧分
外重要，慢性疾病涉飲食、運動、生活型態及用藥；需要個案對疾病預防及控制有正確認知

及配合方能達到成效。因此，民眾健康識能高低影響其健康資訊獲取、使用與遵從性及日後

存活率。

　　因此，欲提升民眾自我照護能力，醫療機構可先從健康識能的實作及應用著手。了解民

眾對疾病的認知、用藥及日常生活的自我照護，找出其真正的需要與問題，設計符合其需要

求之介入方案，透過增能賦權，增強民眾自我照護能力，方能減少不必要的醫療浪費，達到

人人均健的願景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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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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識能是指個人對自我健康照護、疾病預防、健康促進或生活品質改善等，所能做出
的判斷與決策能力。

2. 健康識能低者較易有好的健康結果、低的死亡率和降低醫療成本。
3. 為提高人民健康，提升健康識能是最經濟方式。
4. 增進病人或家屬健康，最好使用專業術語、文字來衛教民眾比較好。
5. 衛教單張內容最好要定期修訂並有資料來源，以確保品質與正確性。
6. 提升民眾健康識能與推廣醫病共享決策是不相關的。
7. 針對聽障人士，盡量詳細敘述、解釋清楚，以讓其了解。
8. 針對外籍就醫人士，最好使用母語翻譯服務。
9. 健康識能對慢性疾病個案的自我照顧分外重要。
10.透過健康識能與賦權，可增強民眾自我照護能力。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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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邦彥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記憶與認知功能缺損（失智）的預防策略通訊課程 (2)

【專業課程】

♥

♥

♥

一、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隨著時間的演進全球老化的趨勢將越來越嚴重。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

員會推估於民國103~150年間，我國老年（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從原本位於世界
各國較低之列，快速增加為高於其他國家，甚至高於長壽之國-日本。此外，台灣於民國82年
已成為高齡化社會（老年人>7%），107年正式邁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14%），隨著高齡社
會的來臨，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國家將面臨更多慢性疾病的挑戰，其中大腦的病理性變化所造成

的記憶、認知缺損疾病，如失智症，便是目前十分重視的醫療問題。

    據國際失智症協會於2015年全球失智症報告，目前每三秒鐘就有一位失智患者產生；而台灣
失智症協會預估，民國103~150年間的失智人口將從二十六萬人飆升至九十三萬人。屆時，每
八位長輩中就會有一位失智症患者，在在的顯示此疾病將對家庭、社會和國家經濟產生莫大的

負擔。時至今日，沒有任何一種藥物或治療可以治癒神經退化所造成的記憶、認知缺損，甚至

失智症的產生。因此，「預防勝於治療」這個口號就顯得格外重要。

「The Nun Study」 與 「認知能力保留」

    在產生認知功能障礙甚至發展到臨床失智症（其中阿茲海默症佔所有失智症類型的60-
70%）之前，其實大腦內貝它-類澱粉蛋白(β-amyloid，阿茲海默症的病理標記)的堆積，可追
朔至二、三十年前。然而，有β-amyloid堆積在大腦內的病理現象就一定會得阿茲海默症或
是失智症嗎？學者David Snowdon在2003年發表了他所進行的「修女研究（The Nun Study）」
（Snowdon, D. A., 2003）研究案例。此研究自1986年開始，招募了678位年紀介於75-107歲的
美國修女，其中一位名叫馬提亞的修女，她在104歲去世前並未發生失智症狀，但在去世後解
剖大腦時發現，其大腦已呈現中度阿茲海默症的病理變化，原因是馬提亞修女從年輕時即從事

教育工作，長期參與修道院活動，有規律的生活作息、課外活動和興趣，累積了不少知能存款

（cognitive reserve）。因此，即使大腦產生病變，卻沒有出現失智症狀，此結果說明了早期、
中期和晚年的生活習慣和特性，可能與老年時的心智、認知障礙出現，罹患失智症風險有高度

的關聯性。

影響失智症的可修正危險因子

　　我們大腦的認知能力保留（cognitive reserve）（Stern, 2012）會受腦內貝它-類澱粉蛋白、
路易氏體的堆積或是腦微小血管病變的影響而導至失智現象。其中，有些危險因子會降低大腦

的知能保留，而有些保護因子會促進大腦的知能保留能力。英國和美國的國家衛生研究院根據

過往的研究，找出九個最具代表影響失智症並且可以在生活史中修正的危險因子(modifiable risk 
factors)（Ritchie, et al., 2010；Barnes, & Yaffe, 2011；Livingston,  et al., 2017），包含早年期的教
育水準（7.5%），中年期的高血壓（2.0%）、肥胖（0.8%）、聽力喪失（9.1%）和晚年期的
抽煙（5.5%）、憂鬱（4.0%）、活動量少（2.6%）、社交退縮（2.3%）、糖尿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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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可以早期修正上述的危險因子，大概可以降低三分之一（33%）失智症的發
生。根據研究顯示，如果可以將失智症的發生延緩五年，那麼失智症的盛行率就會降低一半左

右，相對地，對於國家社會經濟的影響也就會大幅度地減輕。

預防失智症策略的三大面向

    依據失智症潛在的大腦機轉，我們可以將預防失智症的策略分為三大面向（Livingston,  et al., 
2017），包含：減少大腦的損傷、減少大腦的發炎和增加大腦知能的保留，而此目標的達成，
也就是要我們如何在生活過程中改善這些可修正的危險因子，這是一種預防醫學的概念。經由

早期並且持續性的運動(如aerobic exercise)、飲食調整(如adherence to mediterranean diet)和健康的
心理狀態(rich social network, reduced depression)來延緩認知障礙和失智症發生的可能性。

一、運動：以有氧運動（aerobic exercise）為主
　　在一個為期一年，120位健康老人的隨機控制試驗發現，有氧運動可以有效的回復縮小海
馬迴容積，改善空間記憶功能（Erickson et al., 2011）。另一研究指出，中年時期一週至少兩次
規律的運動（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可以減少或延緩未來罹患失智症的風險 （Rovio, et 
al., 2005）。另外一個包含29個試驗（2098位受試者）的統合分析顯示，有氧運動 （快走brisk 
walking，騎腳踏車biking or 慢跑jogging）可適度改善健康老人的注意力、訊息處理速度、執行
功能和記憶力（Smith, et al., 2010）。更有趣的是一個35位受試者年紀介於45-75歲的研究，詢問
每日平均坐著的時間（average number of hours spent sitting per day），結果顯示長期久坐與大腦
的萎縮有關（Siddarth, P., Burggren, A. C., Eyre, H. A., & Small, G. W., 2018）。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動」對於老年人記憶、認知改善的重要性。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也建議：每週從事五天以上，保持呼吸有點快的強度的活動，可談話但無法唱歌，一週累計

中等程度活動（散步、逛街）150分鐘或費力活動（健走、慢跑、有氧舞蹈、騎腳踏車）75分
鐘，來達到延年益壽的目標。

二、飲食：以地中海飲食為代表

　　地中海飲食（mediterranean diet）是一種地中海周圍國家（西班牙、義大利、希臘…等）的
傳統飲食方式。1980 年代的時候，有研究針對地中海周邊的七個國家做了飲食研究，發現吃著
某種飲食模式的人較少因心血管疾病而死亡，因此 1993 年時便有學者與相關團體把該飲食法稱
為地中海飲食。 地中海飲食不僅給出食物的選擇與攝取量定義，同時也強調人們日常的生活型
態，包含：盡量少吃含高糖和不健康油脂的甜點。每週攝取動、植物、蛋白質；每天攝取乳製

品；堅果種子類；辛香料；每餐攝取蔬果，橄欖油，穀類；水份每日攝取1.5-2公升。同時養成
規律的運動習慣並與人們建立良好的關係，是一種同時強調營養與心理健康的飲食概念。 
　　在一個70位，30-60歲的認知健康受試者，利用影像學來偵測大腦變化，為期三年的研究，
其中34位有較高的地中海飲食遵從性與36位有較低的地中海飲食遵從性。結果顯示：低度遵從
性的地中海飲食，可能增加未來阿茲海默症的風險；而且較高的地中海飲食遵從性，預估可以

延緩失智症的發生1.5-3.5年 （Berti, et al., 2018）。另外，在一個包含6個地中海飲食遵從性試
驗的統合分析7,537位受試者62-80歲，平均追蹤：2.2-8 年。結果發現：越好的地中海飲食遵從
性，越可能降低認知障礙發生的風險（Singh, B., et al., 2014）。另一個674位，平均80.1歲，認
知健康受試者，利用結構性核磁共振來偵測大腦結構變化的研究，其結果顯示：高度地中海飲食

遵從性，相較於低度遵從性，有較少的大腦萎縮且較常吃魚和較少的肉攝取可能是地中海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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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於大腦結構的兩個關鍵成份（Gu, Y., Brickman, A. M., Stern, Y., & Habeck, C. G., 2015），接
著Bakre等人發表了一篇有關魚攝取和認知關係的統合分析研究，包含15個試驗，40,668 位受試
者。結果發現，越常吃魚可能可以減少罹患失智症的風險（Manios, et al., 2018）。

三、健康的心理：尤其是焦慮症和憂鬱症的預防與治療

　　大部分的研究指出憂鬱症與失智症的發生有相當的關聯性，並且顯示罹患憂鬱症會增加一

倍失智症的發生（Ownby, Crocco, Acevedo, & John, 2006；Cherbuin, Kim, & Anstey, 2015）。另
外，診斷憂鬱症和診斷失智症之間的時間越長，失智症發生的風險越高；意謂罹患憂鬱症的時

間越長，失智症發生的機會就越高 (Ownby, Crocco, Acevedo, A., & John, V., 2006）。至於焦慮常
和憂鬱症共病。因此，不少研究也發現在診斷失智症之前，有長期的焦慮症狀和認知功能下降

有相當的關聯性。在最近一篇的系統回顧和統合分析研究指出：中年時期的焦慮症與老年失智

症的增加有關(Gimson, Schlosser, Huntley,  & Marchant, 2018)。

結論

　　老化是無可避免的事實，老化的疾病有如洪水般的迎面而來。對於目前醫療無法治癒的失

智症，我們所能把握的就是預防勝於治療，盡可能在疾病發展成熟前予以積極的介入。希望經

由規律的活動和運動，正確的飲食習慣（如：地中海飲食）和心理的調適，以達到延緩甚至遠

離我們所擔憂的「老番顛 失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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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考題（是非題，共10題）：

1. 台灣於民國82年成為高齡化社會（老年人>7%）。
2. 定義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大於14%的社會，稱為高齡社會。
3. 預防失智症策略須注意的三大面向是適當的運動、正確的飲食、健康的心理。
4. 國際失智症協會2015年全球失智症報告指出，每三秒鐘就有一位失智患者產生。
5. 個案患有焦慮症的時間越長，將來罹患失智症的機會就越高。
6. 地中海飲食（Mediterranean Diet）是盡量少吃含高糖和不健康油脂的甜點。
7.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建議：每週從事三天以上，一週累計中等程度活動（散步、逛街）

150分鐘。
8. 有氧運動可適度改善健康老人的注意力、訊息處理速度、執行功能和記憶力。
9. 多攝取魚類，可能可以減少罹患失智症的風險和改善認知功能。
10.大腦的認知能力會受腦內貝它-類澱粉蛋白、路易氏體的堆積或是腦微小血管病變的影響，
而導至失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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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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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勇者無懼的史篇　葉秀真	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如星火般迅速於全球燎原，一年多來醫院防疫不曾停歇，人人期
待2021疫情弭平，脫下口罩的日子能及早來臨。時序進入4月正是春天百花盛開的季節，4月2
日連假的首日陽光普照，正準備迎接花東鄉民與學子和家人團聚的時光，熟料一場火車出軌

大災難毀掉了許多人的夢想。大家多半從媒體旁觀者的角度看到災難記實的報導，鮮少聽到

置身現場的護理人員描述自己如何度過那一天。非常感恩全聯會以及台灣護理學會的理事長

及秘書長親臨花蓮關懷護理人員，得以有幸聆聽四家醫院護理人員驚心動魄的感人故事，見

證護理的勇敢、慈悲、智慧與大愛。

　　故事一：愛是妙有的基因／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鍾惠君主任

        　　　　良護守護 膚慰眾生／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王琬詳副主任
　　故事二：鳳凰志工 出勤記／國軍花蓮總醫院黃韋陵急診室護理師
　　故事三：生命中最難忘的那一天／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潘金花護理長

　　故事四：宛如人間煉獄／門諾醫院胡真珍專科護理師

　　去年5月本該是歡慶護師節的光輝好日, 卻爆發新冠肺炎變種病毒肆虐襲台，讓醫護人員
再度陷入更高的風險與挑戰。期待本期會訊的故事能帶給大家正能量，悲智雙運，保護自己

守護他人。

鍾惠君主任陪同蔡英文總統關懷住院受災民眾

護理部鍾惠君主任自急診大量傷

患現場，延續到後續病人住院的

收置、照顧，均時時陪伴指導年

輕主管迎接許多的變化球

愛是妙有的基因  鍾惠君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主任

　　花蓮位於壯闊的太平洋海岸,是大自然特
別眷顧的地方，臺灣最美麗的驚嘆號！花蓮

古稱奇萊，又因花蓮溪東注於海，其水與海

濤激流迂迴澎湃，而稱為洄瀾，後人諧其音

稱為花蓮。

　　花蓮是臺灣最大的縣份，人口約有35
萬人，東臨浩瀚太平洋，西倚雄偉的中央

山脈，以巍峨的高山、蔚藍的天空、浩瀚的

海洋、景色秀麗的縱谷、多樣性的人文風貌、親切善良的人

民，成為全國最喜歡旅遊縣市的首選，並深受國際遊客的喜

愛。大自然特別眷顧的地方，臺灣最美麗的驚嘆號！是花蓮

獨特的美麗，卻也因為山高水長，阻隔了交通的發達，幾經

建設的鐵公路，成了花蓮人出外打拼回家最重要的捷徑，一

條安全的回家路盼望解開花蓮人心裏的思鄉愁。

　　來到偏鄉服務的護理師，平時享受著優閒的山光水色，

關於進階訓練品質要求…的主任叮嚀，猶如樹上鳥兒啾啾，

不知聽進去多少。愚人節過後的這天，一樣的晨起聞法，幾

位同仁還沉浸在歡喜的氛圍，各自處理自己的事務，隨即接

到408次太魯閣列車在清水隧道出軌事故，在訊息還不明朗
時，護理部辦公室群組及急診團隊就自動自發的準備就位，隨著時間推移及訊息的交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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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指令及應變措施隨即展開執行，大量支援的人力湧入報到處

接受指派，從災難現場、到院前救護、急診檢傷、重症處置、

緊急手術、急診後送、加護護理、出院準備、哀傷輔導、遺體

護理、甚至各項維安巡視…有學妹說這個我不會,姊您教我一次
我會學! (沒有人拒絕)；也有同仁流著眼淚卻沒有喊累，反而傾
聽病人/家屬的陳述，陪著他們一起走過哀傷，化悲痛為力量，
身心靈覺的長期照護，充分的展現。《慈濟醫院裡許許多多的

護病故事記載於人醫心傳第208期-紅色九號 太魯閣號事故救援
紀實》。

　　花蓮縣的護理師人數近年來陸續增加到3600位，成長的趨
勢也反應出整體生活機能與工作環境的優化，相較全台18萬護
理大軍可說是相當微小的比例，感恩的是，這微小的南丁格爾

光芒，彼此互相輝映，如夜空中閃亮的繁星，在黑暗狹窄的隧

道中，引領了人們生命的希望與方向。而是什麼能點亮黑暗中

的微光?答案便是護理師內鍵於基因中的對生命的愛，生命或許
在瞬間消失成空，這一生對生命的熱愛所留下的就是曾經來過這世間的記憶。

因為有妳/你，所以我護理，我驕傲！

人醫心傳第208期-紅色九號	太

魯閣號事故救援紀實，電子書

網址	http://www.tzuchi.com.tw/
ebook/tcmc208/mobile/index.
html#p=66

良護守護 膚慰眾生

0402太魯閣火車事件花蓮慈濟醫院護理紀實

王琬詳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四月二號上午10點24分，當鍾主任在護理行政群組裡po出「大清水火車出軌，有可能有
大量傷患，先知會一下，急診請先準備人力」，我們立即啟動生命之鍊，分秒緊連的持續轉

動，群組裡陸續自動回報：「ER已有同仁到，現分工中」、「同仁都陸續趕回支援中，已出
一台救護車到現場」、「手術室已準備好待命中」，急診後送病房副護理長也隨即PO出「病
房空床已全待命」，看到群LINE裡的回應，眼角泛著感動的淚光，是的，選擇在花東唯一醫
中工作的我們，早已內建慈悲智慧軟件，平常扎實訓練；需要時，就可以隨時上場。

急診啟動大量傷患

　　急診護理長陸家宜回想當天，在他還

沒有釋出需要支援的訊息前，就已經有同

仁從新聞中知道有此事件，自發性地在單

位群line裡詢問是否需要來醫院？甚至有留
停中，離職的同仁也紛紛表達想到現場貢

獻己力的訊息。因為每年院內都會進行大

量傷患的演習，所以當事故發生時，大家

能夠從容應變，加上平時單位裡就有培育

同仁的計畫，因此當衛生局一徵召，護理

長馬上可派出兩組護理師到事故現場，發

上方是平時演練的檔案照片，下方是這是實際的狀

況，從照片裡分不出來，因我們認真對待每次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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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護理良能，扶傷救人；同時在下午又另外再派

出一組人力到現場接替，一直到晚間九點多確定

現場都沒有需要協助的病人後才離開，將慈濟人

走在為前，做到最後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無所不在的慈悲力量

　　護理的台語是「給你」，在這次的救援活動

中，不管在急診室，或是病房旁，也可充分看到

護理的專業和人文展現，24小時陪伴在病人和
家屬身邊的護理師，發揮慈懷柔腸的軟實力，

撫平病人身上及心理的創傷。鄭雅君督導，在急

診大傷傷患現場看到有小孩被送入，有著兒科

專業背景的他立即想到孩子在這樣的情境下會十分的恐懼，因此立刻請兒科病房的同事送來

童書，以備不時之需。果然，當孩子被送到外傷區時，因為害怕，所以嚎啕大哭，這時雅君

督導立刻拿出童書來朗讀，成功的轉移了他的注意力，讓他可以順利地接受治療。而江如萍

護理長協助外傷區的縫合工作，在治療巾下面的雙手，抱著需接受縫合病人顫抖的身軀，給

他溫暖的支持，事後這位病人告訴我們，她當時就因為就這一雙溫暖的手，膚慰了她害怕恐

懼的心，他知道自己可以獲得最好的照護。而在病房旁，即便是翻身，也需要輕柔轉位，這

看來簡單的動作，其中有著許多的評估和專業的考量，絕非外表看的只是「翻過去」這麼容

易。在加護病房的護理師，擔心小病人在手術後在陌生環境下醒來會害怕，所以先跟家屬瞭

解他平常喜歡的卡通，並自掏腰包的買來卡通玩偶，只為了舒緩小病人的情緒；當她可以進

食時，還特別去買她喜歡的布丁，為的是讓她有食慾；知道她喜歡畫畫，所以找來藝術治療

師，讓她在機器聲充斥的加護病房裡，也能夠有藝術治療的照護。而這些，都不是因為有人

要求，護理師才想到要做，而是透過長時間的耳濡目染，讓這群在花蓮的護理師們，在工作

中啟發了心中的智慧與慈悲，因而能夠也願意提供病人及家屬最即時且適切的身心靈照護。

倖存者及助人者的哀傷輔導

　　這種重大事件後的哀傷輔導，對病人和同仁來說也都相當的重要。因此，在急診大量傷

患處理告一段落後，護理部的主管們立刻前往照顧這次火車事件住院病人的急診後送病房，

為同仁送上支持和鼓勵。同時也請具諮商專業的精神科江國誠護理長，在隔天一早到單位去

分享如何安自己和病人/家屬的心的技巧，同時段，因掃墓返家的周英芳護理長，也透過視訊
一起加入，讓這股暖流在彼此間流動。除了院內的服務外，我們也注意到承擔第一線救助的

消防特搜隊員，可能會出現PTSD，所以主動聯繫了消防局，在事件後主動去辦理相關講座，
並和整個精神醫學部一起組成關心團隊，持續的關心院內及院外與這次事件相關的人員，照

顧心靈的健康，幫助大家走出悲傷，繼續正常的生活。

貼心的發想，圓滿的補位

　　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五天，有位病人得進開刀房進行清創手術，她所在的病房護理長余佳

倫查房時評估到她的不安，想到台灣的傳統習俗裡，若發生不好的事情習慣要吃麵線來「過

運」，也許這位病人可以藉由這樣的儀式感來緩解焦慮，她向無所不能的慈濟志工靜曦師姐

短時間，集結到現場的人員比病人還多，可見

花慈同仁們，都內建慈悲軟件，必要時會自動

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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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他的想法後，立即得到支持，在很短

的時間內，師姐馬上煮好麵線送到病人的

身邊，也許是熱呼呼的麵線傳遞溫度，加

上護理長和志工們的呵護，果然讓病人原

本焦躁不安擔心手術的心定下來，隔天可

安心地接受的手術。志工們因此在次日也

煮了麵線給此次事故住院的病人，讓他們

也可以吃麵線延壽，更重要的是，藉此傳

遞一份愛的力量，讓這群生命中遇到重大

災難的病人們，因為有大家的愛與關懷，

能夠重拾勇氣，繼續在人生的路上前進。

　　護理這專業，能在關鍵時刻發揮利他

助人的良能，能在需要的地點，展現救困扶

危的力量，要能有這樣的專業人文素養，絕

非一時半刻可到達，是需要認真唸書考上執

照，同時累積臨床經驗，還需要持續進修，

不斷學習及演練，加上時間和事件淬鍊及

我願意使命感，方能成為一位真正的護理

師，只有熱情是不夠的，還必須願意承擔，

當您可以將護理從工作(JOB)，轉變成使命
(CALLING)，那麼，您的每時每刻都將因
此顯得意義非凡。

在不同情境下的護理身影，因為用心所以動人

病房護理長的發想，志工使命必達圓滿

鳳凰志工 出勤記　黃韋陵	國軍花蓮總醫院急診室護理師

　　4月2日當天原本我計畫搭火車北上去探望在台北讀書的女兒，在家聽見救護⾞鳴笛聲⼀
直響不停，被救護車吵醒的我，正打開⼿機準備訂票時，得知⽕⾞出軌事件，同時還聽到空

中直昇機救援，⼼裡想著可能發生了重大災情…。

救災過程

　　我就住在新城鄉，且曾擔任鳳凰志工，第一時間立刻請先生載我去新秀分隊協助救災，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只有去分隊，才能進入災區救援。到達分隊後，我借了鳳凰志工的背心，

迅速拿箱⼦裝上會用到的物資，並將背心口袋塞滿紗布跟彈繃、卷式護⽊，3M膠帶、⽣理⾷
鹽⽔，以利在做緊急包紮時，不會浪費時間找東西。依據現場指揮官分派我的任務是在崇德

⽕⾞站接駁，救援由清水隧道送出的那些傷者，先初步現場處理外傷後，再讓傷者分流後送

各醫院。

　　已在崇德⽕⾞站等待救援的我們，當列車⼀靠站，便向列車長確認傷者在那幾個⾞箱後

⽴即上列⾞評估現場的傷者狀況。一進入列車⼀幕幕⾎淋淋的畫面震撼了我：有受傷者無法

行動的民眾，嚴重者有⼤腿已經看見開放性骨折、有的皮膚肌肉全削掉只見骨頭，還有⼤體

…，從未見過如此怵目驚心的畫面。下一個念頭立即告訴自己要鎮定：我是急診室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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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你可以做的事。立即收起傷痛的心情，迅速包紮傷⼝及加壓⽌⾎，當下病⼈喊痛，但是當

下沒有任何⽌痛藥可給。我跟慈濟醫院的學弟分⼯，趕快打上點滴後，請91學弟盡速送醫。
　　我快速的評估列⾞上的傷者，在⾞上能處理的傷⼝就先處理。因為傷患需要協助的狀況

不同，人力、時間卻是有限的。為爭取危急病人救治的時間，我將病患做分流:立即⼤喊『請
能走能動的傷者自行下⾞，我們已經有救護⼈員跟救護⾞在外會送⼤家就醫，請⼤家不要慌 
，躺在擔架上或長背板的傷者、不能動的傷者，我們會有救護⼈員協助抬你們下來。』

　　在協助傷者過程中，印象很深刻的是，在列⾞上的⼀位⽗親可以⾃⾏活動，但他的女

兒，頭顱骨變形，意識清楚，⼀臉驚恐，沒有任何⾔語。我抱著這孩⼦要下列⾞，還好我⾝

旁有位軍⼈是鳳凰志⼯，接⼿抱下來，因為是腦傷，我直接請91弟兄先送慈濟醫院。後來，
這位⽗親跟我說他還有個⼩孩在車上，我衝上列車去找，後來發現腳底旁的⼤體，我看到是

⽤成⼈屍袋裝的很明顯是⼩⼩⾝軀，我明白那⼩孩已經往生了，當下我的⼼好痛，深吸一口

氣告訴自己:要冷靜，救災還沒有結束，思維要清楚，沒有害怕跟恐懼。回想事件的過程，
其實這位⽗親知道⼩⼥兒已經往⽣，卻再奔向列⾞抱著⼩⼥。每每想到父親的心情，不禁淚

流滿面，我告訴自己:我已經盡⼒了，小朋友，阿姨希望妳跟爸爸媽媽可以有緣份，再回來
當他們的⼥兒。結束崇德站任務後，移師到新城⽕⾞站，我們繼續等候下⼀批救援。⼀開始

的訊息是27位死亡，2位重傷，後來送出來時，等待的卻是29具⼤體。救災人員的心情都很
沉重。

災後心得

　　回想此次救災過程，事發突然，且事故就發⽣在家附近，雖然改變原有自己的計劃，但

當下只想盡⼀⼰之⼒，盡⾃⼰護理師的天職，若不去救援，我心中會有遺憾！ 

救災過程中有幾點建議及分享

　　救災是不分宗教信仰，警消是在最前線，救災的物資也很重要，救災到最後關頭，屍袋

缺乏不夠⽤，我上救護⾞找尋屍袋，91⼈員跟著找只找到2個，最後只能⽤⼤的垃圾袋裝。
　　救災過程中，感謝慈濟⼈總是在災難的第⼀時間就到達現場，送來的物資，讓救援的⼈

温飽肚⼦及補充⽔分，在107年0206震災也是如此。
　　這次許多家庭經歷突來的苦難，真的是悲慟，情何以堪啊！但社會中仍有許多有愛心的

人如:⼤體修復師76⾏者，他們真的很偉⼤。
　　當天是連續假日，事故發生前1個鐘頭傷亡狀況不明，EOC忙碌中，未必會知會我們出
勤救災。醫院無線電若有聽到有災難發⽣，就有可能會出雙軌救災，隨時會啟動⼤量傷患，

所以我們應該立即往上回報訊息，讓機關首長決策以爭取救災的時間。

生命中最難忘的那一天—談0402救護

潘金花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三東病房護理長

　　一如往常的，清閒的假日早晨習慣往醫院跑，約莫09：00手機群組傳來了太魯閣火車出
軌的訊息，心想應該不會太嚴重吧！今天是連續假期的第一天，外面天氣這麼好，應該有很

多人藉著這個假期返鄉掃墓祭祖及出遊吧！通常花東都是首選，加上北漂的遊子眾多，若真

的發生意外該是多大的災難？但心裡還是想著應該不會太嚴重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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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打了電話告訴值班護理長，自己人在醫院，若需要幫忙

可以協助，心裡祈禱著，希望真的沒事，只是小小的出軌意。

　　11：00手機響起，訊息傳來醫院的大量傷患緊急召
回簡訊，立即換上制服往急診飛奔，看到許多同仁已迅

速地趕回並完成了報到手續，被分配到各傷區就定位，

院長及各主任也都在現場待命，心裡忐忑不安，雖然處

理過的病人不計其數，嚴重程度也不一，但火車事故還

是第一次碰到，真心希望這個意外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 
　　11：20第一位中年女性被救護車送進急診室，經檢傷分類後
被推入次傷區，協助測量病人的生命徵象、處理外傷傷口，病人大致上沒有明顯的外

傷，病人用著顫抖的聲音告訴我們，她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一陣劇烈搖晃後她跌坐在車

廂走廊上，現在感到胸口痛痛、悶悶的，醫師給予全身檢查後安排病人做放射線檢查。 
　　接著又送來一位年輕女生，滿臉灰塵但仍掩蓋不了她清秀的臉龐，年輕女孩默默地躺

著接受我們安排的檢查(可能嚇到了)，我帶著她至放射科作檢查，當我協助她做檢查時她
突然抱著我，沒由來的說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很想救他，但是我拉不動他，車廂

裡到處都躺著人，停電了，到處都是煙塵我根本甚麼都看不到，好多人伸手要我救他，

一堆人被車廂擠壓著都變形了」，女孩開始啜泣著………「可是我真的拉不動……大家

都來幫忙，但還是拉不動，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他們有被救出來嗎？那些人好嗎？」，這

時的我眼淚不聽使喚的流了下來，眼前這個女孩到底經歷了甚麼？她的人生才開始，老天

爺啊！為什麼這麼殘忍？一邊安撫著眼前這個女孩一邊擦著眼淚，慶幸自己是協助救人的

人，何其有幸！選擇了這個神聖的職業，讓我有很多機會可以貼近病人及家屬，給予關心

及專業的技能實踐，因為這次的事件，讓我更珍惜周遭的家人及朋友。

　　單位收治了三位因這次的意外事件而受傷的病人，其中二位為母女，媽媽到了病房後

放聲大哭，久久不能釋懷，整晚無法闔眼，媽媽說：「我只要閉上眼睛就會看到，倒臥在

車廂裡滿地的人與被車廂擠壓而斷裂的殘肢，我好害怕，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說

著說著又哭了，老公在身邊陪著完全束手無策，同仁不斷的安慰著，但仍然無效，只能求

助身心科醫師予以會談並給予輕量的鎮靜安眠藥，讓其能稍微放鬆好好的休息，次日，來

到病房予以探視，爸爸跟我說，妹妹一整晚都在做惡夢，不敢下床上廁所，問了原因，妹

妹告訴我：「我覺得地上都是人，我害怕踩痛他們，也害怕他們會伸手抓我的腳」她用天

真的表情告訴我：「但是我現在不會害怕了，因為如果我一直回頭去想昨天發生的事，那

我永遠不快樂也會很害怕，所以我告訴自己只能往前看，我想快樂的過每一天」，多麼成

熟的想法啊！竟然出自一位12歲小女生，為了讓她安心快樂的在病
房接受治療，我們為她準備了畫筆及白紙還準備了繪本供其閱

讀，同仁貼心的送了幾隻小兔子玩偶給她，告訴她，這些玩偶

可以陪她度過哀傷，經過一周的治療，家人考量照護問題，決

定要返回台東，出院當天，妹妹送了我們一隻粉紅豬玩偶及她

繪製的卡片，分送給單位的護理同仁，她告訴我們，謝謝我們

這段時間的照顧，當她以後看到小兔子玩偶就會想到我們這些

可愛的護士阿姨姐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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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當時協助處理傷者的種種，仍然餘悸猶存，雖然，我的連

續假期就這樣泡湯了，但一點都不覺得可惜，因為我做了有意義

的事。

　　護理！讓我感到溫馨也讓我引以為傲，當災難發生時，我

們總是站在最前線守護著病人及家屬，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護理師，我護理我驕傲，我想，不管經歷多少

年，縱然頭髮斑白，髮落齒搖，哪裡有需要，我一定會站在最前

線，因為我真的很喜歡護理。

太魯閣號事故前線故事--宛如人間煉獄　胡真珍	門諾醫院專科護理師

　　早上一如往常上班，心情好，因為上完班就準備放清明連假。反常的戴起隱形眼鏡，

穿起新鞋到單位慢慢吃早餐等查房。10點過後，醫院突然廣播大量傷患，清水斷崖段落發
生火車出軌。我的速度不自覺加快完成手上的工作，接到急診電話，護理部玉娟副主任問

我可不可以去前線支援，我沒有猶豫地答應了，放下手邊工作，立即衝到急診，得知我的

夥伴是外科加護病房李雅婷護理師，平時老戰友，安心許多。

　　坐上救護車，沿路鳴笛聲不間斷且高速行駛，當開上太魯閣大橋後行駛更加困難，山

上沿路救護車不斷超車搶時間，整個氣氛頓時凝結，沒有人敢說話。進到山洞後，離事故

現場越來越近，不斷看到消防車救護車來回穿梭，鳴笛聲此起彼落，加上消防車的超大

echo，在隧道裡更加明顯，更加讓人恐懼，像是發生世界末日一樣，汽車到處閃避，隧道
裡分三排有如摩西分海，而救護車則在車道中間急速行駛。

　　車子開始往下開，看到了太魯閣號的車體以及許多救災和消防人員在現場待命著，在

高溫30度的狀態下，聽到救難人員大叫〝紅色〞，送來一位右腳斷肢的年輕人，下巴還穿
了一個銀環，現場確認生命徵象沒有脈搏，立即進行CPR，呈現瀕死呼吸狀態，我趕緊on
上IC，已經3年沒碰針了，心中不停地禱告，連針蓋子也自動脫離，可能是神的力量，一針
順利on上，後續3~5分鐘給一支強心劑，不停擠壓點滴袋。因病人情況緊急，指揮官派了直
升機做救援，直升機的風就像龍捲風一樣，讓現場的塵土更加的飛揚，後因病人狀況不樂

觀，故選擇使用救護車沿路CPR到805醫院，最後仍宣告OHCA。
　　隔沒多久，來了兩位年輕人，標示〝黃色〞，脖子架了

頸圈，我觀察到弟弟閉眼皺眉神情緊張，有著恐懼的心；他

的額頭擦傷經過處理後，我問他要回哪裡?他表示要回台東
並且是台東人，我安慰他醫生剛剛看過你的手腳沒有麻痛，

表示你很好，弟弟嘴角露出了微笑，還說自己很幸運。坐在

送貨推車上面的哥哥右腳扭傷腫起，幫他剪開牛仔褲後清洗

傷口，嚴肅的臉孔瞬間開始啜泣，他拿起手機想要打電話，

但手卻不停地顫抖，最後兩個少年仔一起被送往門諾醫院。 
　　印象深刻是一位阿姨送來的時候就是〝黑色〞，醫生確

認沒有脈搏後，刑警確認身分並且拍照，看到阿嬤滿臉都是 左(一)胡真珍專科護理師、

右(一)李雅婷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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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很安詳的閉著眼睛，誰能想像，一個好好的人，結果讓人從車廂中拉了出來。此時，

一位年輕的女消防員，臉色蒼白的走進救護站，體溫37度有中暑的現象，幫她把帽子脫
掉，解開釦子並拿了一瓶水，讓她坐在一旁休息。這時救難隊指揮官，請消防人員確認三

合一氧氣瓶，她立馬站起來清點氧氣瓶，不愧是消防隊的女漢子。用餐時間，她支援完前

線又跑回來，問我們說後面還有便當，你們怎麼都不吃飯。老實說真的吃不下，幫她拿便

當及水的同時，順便問她支援的狀況?她和另一位男消防員被分配到第六節車廂，隧道裡面
很暗，必須拿起手電筒照路，前進車廂後，中間電動門因被斷電只開了一半，她把身上防

護衣脫掉才勉強鑽進去，然壯碩的男消防員正試圖鑽入車廂，而女消防員指揮現場掛牌紅

色並協助CPR，而看見有一位男子正在幫一位年輕人進行急救，儘管一隻手已經骨折，但
仍忍著疼痛進行。消防員問男子怎麼不離開，男子指著旁邊已經沒有氣色的小孩說：「她

是我女兒」，他的女兒其實已經被標上〝黑色〞了，但男子仍不肯離開，儘管女兒已經回

天乏術，仍繼續幫忙急救。一旁還有一位因為車廂強力擠壓導致一位妹妹斷頸，車廂一片

哀嚎，有如人間地獄，能走出車廂的，真的是歷劫歸來。

　　當天行政院蘇貞昌院長及交通部林佳龍部長，前往事故現場視察，記者群中有位記者

大哥狼狽地坐在路邊，叫喊：「護理師我腳抽筋了!」，經評估後先給予一瓶鹼性水，並請
他將腳慢慢伸直，後來看他已可以慢慢移動又繼續跑新聞。傍晚時分，看見幾乎用屍袋包

裹送出宣告死亡的民眾，每出一具黑色屍體，我的心就糾結了一下。

　　司機大哥打來表示新城那邊需撤站，於是揹起了15公斤重左
右的空姐包，想到從大清水隧道爬上蘇花公路，就覺得自己很不

簡單，好幾次都快後空翻。坐上救護車的那一刻累癱了，空姐包

就像是從災難現場，歷經風霜的佈滿泥土灰塵，我的工作服瞬間

變成工人服，頭髮也硬的發癢，回到醫院的路上，救護車仍舊穿

梭在台九公路上，甚至還看到一台白色休旅車翻車，司機大哥沿

路穿梭鳴笛，我跟雅婷像是從人間煉獄爬出來般的倦怠與疲憊。

　　熟悉的街景出現在眼前，感謝司機大哥平安地將我們送

達，謝謝護理部林雅蘋主任和黃玉娟副主任，帶我們到急診室

小房間做禱告，平撫我們的心靈。雖然還沒吃東西，但是我想

今天晚上一定睡得很好。

背起15公斤重的空姐包，從

大清水隧道爬上蘇花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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