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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玟君主任的話 

中醫大護理開新頁—近年護理系的發展與未來展望 

中國醫藥大學護理學系所 教授兼系主任 廖玟君 

 

 

 

 

 

 

 

 

 

 

 

 

 

 

 

 

 

 

 

 

 

 

 

 

 

 

 

 

 

 

 

璀璨水湳 

中醫大護理學系搬新家了!! 自民國 109年

10月和中國醫大其他學系一起搬入了新的校本部

校區- 水湳經貿園區，中國醫大也成為第一家入

住水湳的機構，在一片空曠的地面上，矗立著三

棟美麗的建築大樓，設計理念以智慧、低碳、創

新為核心，打造永續綠建築，低碳節能。三棟大

樓之卓越大樓，暱稱玻璃屋大樓，是行政與教室

大樓，包含大大小小的演講廳、PBL教室、電腦

教室、系所專業教室等，還有會議廳及所有的行

政辦公室，是行政人員辦公與學生上課學習的地

方。關懷大樓，暱稱圓形大樓，是學生宿舍、餐

廳、與活動大樓。創研大樓，暱稱大眼睛大樓，

則是教師們的研究辦公大樓。三棟大樓通風採光

良好，圓弧設計，似乎象徵著生生不息日日茁壯 

。護理學系位於創研大樓一二三樓，專業教室與模擬實驗室則在卓越大樓三樓，是

教師與學生們研究與學習的園地。 

中醫大護理學系成立至今已 55年了，是一個具有豐富辦學經驗及優良學風悠

久歷史的高等護理學府，培育了許多優秀的護理專業人才，不管在學界或業界，均

有亮麗的表現。今年搬遷至水湳校本部校區，護理學系智慧化的學習環境亦持續分

期規劃與建立中，立足台灣，放眼國際，積極創新發展融合中西醫照護知能與智慧

科技照護的護理高等學府。以下將以水湳教學環境與設備規劃、創新教學、研究特

色與國際參與等說明。 

隨著科技進步，資訊傳遞的方便性，現在的學生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更多更廣的

知識，學習的方法也可以更便利更多元，加上因應 COVID-19 的發生，學習的方式

有了巨大的改變。在這一年中，線上教學蓬勃發展，各種軟硬體也不斷創新提供更

好的應用。參酌國內外學校與系上自己的教學經驗，規劃設計護理學系的臨床模擬

病房與智慧學習教室，包括中央智慧管控系統、與附醫合作的電子病歷系統、各護

理活動情境模擬模型等，提供學生方便的學習與討論環境。下一年將持續建造攝錄

影撥放系統，並改善空間回音問題，學生可以一邊看著牆上電視的線上課程一邊練

習技術，也能將手機上查到的資料連接到螢幕進行討論，討論時需要寫在白板上的

資 



3 
 

  

料連接到螢幕進行討論，討論時需要寫在白板上的資料圖表也可直接畫在牆壁的玻璃面

板上。除了能提供大班上課，也能提供小組教學，包括小組內資料搜尋與分享討論，各

小組間互動式討論等。也因為教學軟硬體的更新設計，課程能採用混成式教學模式，靈

活運用各式教學方式，培養學生為自己創造知識的能力。未來也將規劃技術練習預約系

統，以更智慧的方式管理專業教室的使用，讓教室的運用最大化。這些設計的花費鉅

大，需要逐年建立，在學校加持與高教深耕計畫支持下，本學系將善用學校豐富的資

源，逐年逐步購入所需的軟硬體設備，並更新課程、教案、與情境模擬教具，建構智慧

學習環境，不斷提昇教學的能量。當然也很需要系友們的持續支持，有錢出錢有力出

力，希望能提供更好的教學研究環境，也讓中醫大護理學系持續向前邁進。 

在教學環境的更新下，這一年許多課程都不斷的更新教學內容、方式與策略，包括

運用線上教學影片與線上討論的學習，以問題導向學習模式導入實證護理概念與實際臨

床照護教學，以任務導向學習模式培養問題解決與溝通合作能力，及融和中西醫照護知

能的護理課程設計等，課程不只是知識的傳授，更重要的是培養各級學生能因應社會變

革所需具備的能力。尤其是實證照護能力，是我們近年聚焦培育的能力，不管是大學部

或研究所，都是強調的學習重點。大學部從護理研究認識實證照護開始，再加上專業課

程融入實證照護概念，到四年級綜合臨床選習實際完成臨床個案的實證照護，讓同學們

逐步內化實證能力。而研究所更強調實證照護能力的深化與應用，不只給學生魚吃，還

要會釣魚，而且釣魚技術能與時俱進。 

在現今台灣社會醫療科技發達下，壽命延長，老化社會與長期照護變成重要的議

題，面對老化需要的是生活上的適應與照顧，而不是治癒，因而在中醫理論下的養生智

慧會更適用於老化與長照，能更有效的解決我們所面臨的照護問題。中國醫大護理系有

幸在中醫資源豐富的大學，本學系的發展亦以中西醫結合與智慧科技實證照護為特色，

教師的研究發展以科技輔助融入中醫養生特色的健康促進研究，包括中醫養生方法在各

照護領域的成效探討等，不管在教學、研究、還是國際發展上，都將朝此目標前進。本

學系中醫護理的線上教學持續建置中，和學校數位教學專員的合作製作使整個教學版面

相當的賞心悅目且清楚易懂，加上英文翻譯未來能更方便的將中西醫融合護理推廣分享

到世界各國，與國際交流，讓中醫護理能傳承與推廣，促進人類健康與生活品質，也讓

中醫大護理學系在國際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 

今天的中醫大護理學系是歷屆師生努力耕耘的輝煌成果，未來亦將繼續整合師生們

的智慧，在創新教學，研究發展及與國際交流上持續努力，並將中西醫融合與智慧照護

護理特色發揚光大，與全世界分享，與中國醫大一起邁向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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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沒有在 N43同學們一入學校時參與您們的大學生活，沒有在加冠典禮給予同學進

入護理專業的勉勵，不過在睿芬與羅琦老師的帶領下，協助同學解決學習上的障礙及生活上

資訊的提供，在在讓同學們學習順利，我很榮幸與她們共同協助您們。 

與同學相處一年半期間，了解同學為學習所付出的努力，在過程中有學習的困境，與同

學討論困境及解決策略，也有努力後的收穫，大家共同分享快樂喜悅。時光荏苒，轉瞬間即

將畢業，國考是同學們目前重要的學習目標，同學們正開始為國考奮戰準備，我們三位老師

協助安排因應對策與你們一起度過「國考」淬鍊，您們同時也在考量未來的職場及人生道路

方向，我們三位老師提供訊息給與同學做好抉擇。未來的路可能風風雨雨或顛頗窒礙時，記

得有系上老師們是你們的依靠。 

  

鄧 
 

 
 

 

玉
貴 老

師 

畢業班導師 
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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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睿芬 老師 
 

 

 

 

N43同學大家好！首先恭喜 N43的同學們，大家即

將完成學業，進入人生的另一段旅程。2017-2021真是

個令人難忘的四年，這四年我們除了不斷累積護理專業

知能，我們也跟著大環境歷經了人類從沒面對過的大疫情，疫情推著我們不斷改變，從中也

學習更加感恩、更加了解把握當下的重要。 

同學們即將結束每個階段的時間切點都清清楚楚的 16年求學生活(小學 6年、國中 3

年、高中 3年、大學 4年)，正式步入獨立自我規劃的人生，帶著 16年點滴養成的能力踏入

職場，自由度跟責任呈正相關的增加，在畢業的前夕，我還是藉著習慣的叮嚀獻上滿滿的祝

福： 

1. 你們從事的是助人的行業，所以更要時時照顧好自己，照顧好自己的身、心、靈，如此才

會有更強的能量照顧、關懷他人。 

2. 不論是人際互動、工作或是學習，要隨時調節壓力，隨時釋放壓力，讓自己保持在最佳的

彈性狀態。 

3. 人生是不斷學習的過程，不要拘泥或陷入一時沒學習好的情緒中，運用「橡皮擦」擦掉的

原理，找對方法重新學習，在重新出發的過程記得擦掉負面的情緒並為自己加油打氣。 

4. 保持永續學習的習慣，在人生的道路上繼續成長、繼續茁壯；人生多彩的體悟就藏在過程

中。 

最後，我很珍惜與你們大學 4年的相處時光，希望大家勿忘學習初衷，心中帶著自己對

自己的期許服務人群。 

~祝福你(妳)~ 

N43 鄭睿芬敬上 20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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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們，恭喜你們完成大學的學業，即將踏出校園邁向新的人生里程碑，回想當

初同學們於大學面試時懷抱無比的助人熱忱進入護理系，緊接著面臨無數次技術考的挫折與

煎熬，還為這些考試表現不如預期而嚎啕大哭；此外，當別的大學生正享受著青春自由的大

學生活時，你們已經開始要面對實習中的各種焦慮與磨練，甚至還要面對生命中不可承受生

與死最震撼的挑戰。現在你們要畢業啦，似乎在告訴老師們你們這幾年來種下的努力，已經

要準備開花結果，要準備離開學校，要走入臨床真槍實彈世界中，你們準備好了嗎？ 

學校專業科目?學理？實習？畢業門檻都ＡＬＬ ＰＡＳＳ算是準備好了嗎？那麼，你一

定會問我怎樣才算是準備好呢？我會很清楚地誠實回答，其實當初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否有準

備好？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有準備好了什麼？不過，心態的調整是非常重要的，在學校裡

師長們可能會不斷給你機會及包容你找到正確答案，但是真實人生中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大家都一樣是工作者，憑什麼人家要對你好，憑什麼人家要包容你的錯呢？此外，對於職場

中你會碰到各種跟你過去習慣不一樣的事物與同事，請先放下你的負面與你的批評，請以更

開放的態度與更寬廣的視野來面對，你會發現你有更多的機會去欣賞，你可以學習到更多，

也唯有空的瓶子才能承裝更多的瓊漿玉液。 

 剛踏入職場另一個常要面對的問題為「到底要找什麼樣工作呢？」其實工作的過程遠比

選擇什麼樣的工作更為重要，最重要是「瞭解自己，找到你最重要的特質，發現你的優勢」，

但絕對不要限制自己一定要在某個目標上面，因此這時候你最重要的課題是嚴謹地面對自己

的第一份工作，並且努力專注學習的過程，不斷地學習精進自己，尤其年輕就是你最大的本

錢，你要不斷嘗試看看去做一些原本不曾做過的事，你會驚奇地發現到生命中有無限可能，

轉個彎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未來的人生有很多挑戰，但也有更多的美好迎接著你們，當你遇到困難時不要害怕，要

記得那是成長最好的契機，或許別人的步調可能會比你快，不過不要羨慕喔！你有你的優

點，最重要的是一步一腳印的耕耘，今天的你要比昨天更進步，要省思同樣的錯誤絕對不要

再犯，同時要學習正向思考問題，不要將負面情緒擴大，終究你會營造出屬於你自己的美好

人生。最後，祝福你們的未來順心如意～～有夢最美～～

羅/ 琦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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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顗慈 N45 護二 

一開始在大一聽完學長姊介紹完護理服務時，我馬上對這個社團產生興趣。因為我本身

很喜歡這種服務性的活動。而護理服務隊又是個可以結合我們在學校所學的知識並運用在實

際服務中的社團。所以我從大一就開始參加學長姐辦的媽祖醫院與住民包飯糰的活動，大二

也與幹部們一起籌辦了彈力帶的活動給醫院住民。而今年暑假我們也計畫要前往蘭嶼進行偏

鄉服務。 

大二上第一次籌備活動是前往北港媽祖醫院護理之家。裡面的長者多半無法自行活動或

長期臥床。我們透過設計簡單的彈力帶活動讓長者能活動筋骨和肌肉。我們也準備才藝表演

像唱歌演戲和跳舞給長輩們欣賞。一開始大家都不太知道要怎麼跟長輩說話，不知道要說什

麼話題。但後來發現演戲的時候長輩會回應我們的劇情，唱歌時會跟著我們唱。我們才知道

不需要那麼緊張，和他們唱唱歌，聽他們回憶童年趣事等等，長輩們就會很開心。我最印象

深刻的一件事，有一位阿公在活動結束後跟我說，他每年都很期待護理服務隊到護理之家辦

活動，因為他們平常就是待在床上，也沒辦法出去散步曬太陽，導致他每天心情都不好，感

覺自己人生的意義只有等死，很感謝我們。我當下是非常感動的，其實我們只要盡一點點心

力，把歡笑和快樂帶給長輩，對他們的生活是可以有些微改變的。他們的笑容是我們得到最

好的回饋。 

今年護理服務隊也開始積極籌備暑假的蘭嶼偏鄉服務。這是我們第一次離開本島辦理營

隊，也因為沒有過去的經驗所以遇到了很多的困難。但我們的初衷是能給蘭嶼的孩子一個難

忘的暑假。我們會透過衛教、大地遊戲和手工藝等等多元的活動將課本上死板的知識更容易

讓小朋友學習。還有和兒童急診進行合作，他們會舉辦健康講座，邀請小朋友和家長一同來

聽。而我也非常期待這次的蘭嶼大型活動可以順利進行，為孩子的暑假增添一點色彩。 

在護理服務隊中我從學長姊身上和籌備活動中學習到很多事情，不管是隊員間的溝通技

巧或是和學校或廠商接洽的過程是影響我很多的。而護服的指導老師林雅玟老師常常提醒我

們不僅要將系上課業顧好，還要在這種活動中學習處事的方式和態度，這些是對我們未來更

為重要的。 

  

護理服務隊隊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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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經驗分享  
 

 

 

 

                            黃/ 捷 
 

N43                         

                婦產科 TA  

 

很謝謝老師給我這個機會，讓我擔任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婦產科護理學教學助理。在大

三上學期時，除了於婦產科實習期間至產後病房、產房及嬰兒房實習，我也自願擔任系上婦

產科護理學小老師，也因為學科成績優良而被老師指派擔任系上同學的婦產科課輔小老師。

在種種的因緣際會下，發現自己對於婦產科護理學深感興趣以及熱忱，因此接下了婦產科

TA，希望透過這個得來不易的機會更深入學習、了解婦產科護理學的相關學理知識、技術練

習與教學方法等等，也希望藉由此次經驗更了解自己對於未來的志向與自我期許。 

在擔任教學助理的這半年中，因時逢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以及學校搬遷新校區，因此需改

變以往技術教學及練習的模式，進行轉型。在初期擬訂新的教學模式的過程中也與林雅玟老

師經過多次的討論，除了因應疫情以及學校政策的轉變，我和老師也抓出了以往技術練習成

效不彰的主要原因，藉由教學方式的轉變，希望能克服現實環境下的阻礙並同時兼顧同學們

技術練習的品質、頻率、熟練度與正確率，找到兩全其美的方法。 

在技術教學的過程中，我學習到如何站在教學者的角度與學習者溝通、教學、解答問

題、自我調整與心態轉變，常常因為學弟妹技術練習的熟練度、正確率以及出席率不符合我

預期中的標準而回家生氣。在每次的技術練習課後我也自我反省教學的方式，找出問題的癥

結點並思考如何改善。除此之外，我也不斷做心態上的調整，體諒學弟妹們課業及實習壓力

大而無法撥出時間來練習技術，對於其技術稽核考試之表現不先預設立場及期許，減輕自己

給自己的壓力。 

在此次擔任婦產科護理學教學助理的經驗下，我收穫非常多，不只是有機會可以站在教

學者的角度進行技術指導，也學習如何發現問題、制定教學目標及方法、如何與學弟妹們(學

習者)溝通與互動、評值教學成效並在整個教學的過程中自我審視，從中發現自己能力上的不

足與可以改進的地方，同時我也更加清楚我未來志向的方向。最後特別感謝林雅玟老師的指

導以及姜馨茹同學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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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 /   

  宇 軒   臨技 TA N43 

擔任 TA 主要內容為協助老師進行實作操作及課後幫

助同學技術指導等。我認為擔任教學助理可學習相關的

經驗與心得，例如:擔任老師及同學們的溝通的橋樑、增進文書處理、掌握課程安排、自我管理

及可以複習和獲取課程最新資訊，也可藉由不同相處的模式，切換角色以及立場，增進能力以及

思考。擔任臨技 TA，我認為可以說是獲益良多，不僅僅是幫學弟妹能夠更加熟悉技術的操作，也

是能夠讓我再自我審視自己的技術是否存在哪些問題，並且帶給學弟妹能夠在臨床上可以批判思

考的能力，能夠擔任這門課的 TA 可以說是非常幸運，也希望這些知識及技術能夠協助學弟妹能

夠在臨床更加順利！ 

 

林/ 欣穎  臨技 TA N43 

在答應老師擔任 TA這個角色時，是希望透過教學加以複習自己

所學的知識，將課堂學理及技術與臨床實習經驗做整合，內化這些

知識變成自己的一部份。在教學過程中，幫助初次學習護理技術的

學弟妹釐清不確定的觀念，在操作技術時，若有疑問與錯誤之處從

旁給予指導，希望他們瞭解每一項技術操作時，需遵守的原則及其

重要性，能夠有邏輯與獨立思考的能力，在實習中照護病人時得到

成就感。 

  擔任一學期的 TA過程中，我認為溝通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在準

備課程內容時與老師溝通、準備稽核題目時與夥伴溝通、技術指導

時與學弟妹溝通，能夠透過 TA一角，培養自己溝通協調與待人處世

的能力，亦讓我學習到如何在兼顧學業與實習的忙碌下，有效地利用時間，將待辦事項逐一

完成，感到很有成就感，藉由指導學弟妹技術方面的問題，讓我在實務操作上更加地熟練。 

  這學期由於學校遷校至水湳校區的緣故，在暑假提前上課，且因為大三綜一實習排程的

關係，需要在輪三班的同時，與老師做課程用物的確認、將用物準備就緒，於時間協調上較

困難，很謝謝 TA夥伴間的相互配合，使課程能夠順利進行，也因為搬家的緣故，需要與老

師、同儕合作整理課程技術的耗材，在打鬧間把所有耗材歸位整齊，也算是一個很難得且寶

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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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品      

                         辰     臨技 TA N43  

                                                                                   

很榮幸能夠擔任本學期臨技課程的教學助理，由於是第一次擔任這個職務，剛開始還不

太熟悉教學助理之相關作業程序，面對排山倒海般的課程講義與課堂安排，一時之間還無法

理清頭緒，只能透過不斷詢問老師及與另一位教學助理討論切磋來熟悉相關業務，非常感謝

老師們用心的指導與帶領，不管是在隨堂跟課之注意事項抑或是在溝通協調上應如何對進退

等等，都讓我學習、成長了不少。除此之外，透過擔任臨技教學助理亦學習到如何為課程內

容作更完善的事前準備，並懂得該如何歸納與整理課堂排程，以便給予同學們一個好的教

學。其實當初在決定是否要接下教學助理一職時，我內心有過許多掙扎與不安，心中不斷思

考著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一邊上課，一邊擔任好輔助老師教學的教學助理，同時也會對於

自己是否還有額外的時間幫老師預先做好課程之事前準備而感到疑惑，或是有沒有能力解決

同學們對於課程上的問題，經過這學期的磨鍊下來，我發覺自己成長了不少，也更懂得如何

分配時間，非常感謝學校和老師給了我這麼好的機會讓我可以突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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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 

    千 瑜 

 

        N44 護三 
大學這四年你想怎麼過？我想這是許多人在進入大學生活前就在計畫的。從大一還是大

學新鮮人時，我對新的生活抱持著憧憬與好奇心，懵懵懂懂得參加學長姐為我們辦的迎新活

動，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時候和不熟識的同學一同觀看營火時心中的悸動，這大概就是往後幾

十年會不斷拿出來回味的青春篇章吧。到了大二換我們為了學弟妹要籌備迎新，那時正值暑

假，卻每天要早起到立夫大樓十樓排練，雖然很累，但卻一天比一天還要喜歡與大家分工合

作的感覺，在那段時間我逐漸了解到，原來迎新活動並不只是為了學弟妹，更是為了身為學

長姐的我們在繁忙的課業或打工生活外拉近彼此距離的方式。經過大一和大二這兩年來的相

處，大家不斷的與彼此磨合，讓系上同學隨著時間越來越團結、也更有默契。到了大三時，

想想前兩年內曾經參加過的種種活動，像是球員大會、耶誕晚會等等，系學會確實是增添系

上活動豐富度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心想也許我也能為護理系帶來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因

此加入了系學會。 

擔任會長的期間不免遇到一些困難，尤其這一年來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的緣故，總會有人

數限制或延期等問題，流程上也常常需做要調整，都是以往碰不到的狀況，加冠典禮更因此

變為兩屆一起舉辦，在事前討論流程時就為此花了不少時間，在大家的集思廣義下終於有了

此刻的結果。在這艱難的一年能成功舉行，首要感謝的是站在第一線的醫療及護理人員，願

意奉獻自己的時間和生命安全，用心的把關及照護每一位病人，才能為台灣帶來乾淨又安全

的生活環境。也要感謝老師及同學們在時間上的配合，不厭其煩的幫忙想了許多解決方案並

給予協助，最後感謝系學會的每一位幹部，能信任我並堅守自己的崗位，讓我能放心的帶領

大家籌備活動，有問題時也能互相討論，在彼此的意見中不斷改善，使系學會的運作更順

利，活動的品質也更好。 

大學這四年我想怎麼讓大家過得更好？這是身為系會一份子的責任。回顧至今參與系會

發生的種種，雖然發生了些異想不到的難處，卻也完成了許多當初認為自己做不到的事，雖

然不盡完美，但希望在任的過去這段時間裡有讓護理系的大家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往後在

回顧時，能因為系會而有更多值得留念的事，也期許在往後的將來，能帶領系會繼續往前，

為學弟妹奠下更良好的基石及經驗。 

  

系會長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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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出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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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 x 教師 

何雅芳 助理教授 

 

 

前陣子接獲護理系系學會的邀稿，請我分享從前在中國醫藥

大學就讀到現今在此教學，護理系的轉變及心得。我才仔細回想，

不知不覺在護理這條路上竟然已經走了 27 個年頭，在這麼多年

的護理生涯，中國醫藥大學在其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民國

82 年專科畢業後即進入臨床工作，85 年因緣際會進入了中國台

中附醫的洗腎室工作，這是我第一次進入中國體系的附設醫院工

作，也開啟了我與中國醫藥大學不解的緣分。 

在中國附醫洗腎室我認識了這一生最好的朋友，也將我原本

有稜有角的脾氣慢慢磨得圓滑，在與病人長期的互動中，我逐漸

意識到護理於我而言不再是份職業而已，於是我開始思考對於病人的照護我還能再多做些什麼，

有感於自己在專業上的不足，因此我決定要再進修，此時距離我專科畢業已經 6年了，首選當

然就是中部最好的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在當年是中國醫藥學院)，很幸運我考進了二年制護理

學系，就學期間兼顧工作與學業真是蠟燭兩頭燒，常常白天上課或實習，下午趕回去上小夜，

小夜下班後寫作業，小睡 3-4小時又起床上班或上課。幸好當時有洗腎室的好友相挺才能度過

那段艱苦歲月，學習雖然辛苦，但在學校所學讓我在臨床所見所聞已經有了不同的思考方向與

高度，現在回想那時學校給予的訓練極為扎實，不僅增進學生的臨床技能，對於批判性思考能

力的訓練更是極為重視，讓我打下了極佳的學習基礎，以至於我在往後的求學過程中受益良多，

順利完成碩士、博士的學業。 

經過這麼多年，從沒想到竟然有一天我又回到了母校任教，看到立夫大樓的教室，回想多

年前我還坐在裡面上課的情景，就好像昨日一般，更神奇的是我竟然與我當年的老師們一起共

事，而老師們還與當年一般的親和。在這樣的氛圍中，我想，培育出的護理人才必然深具溫暖、

關懷的特質，而這也是我一直認為護理人所應具備的特質。在中國附醫工作多年，從原本只有

一棟大樓到現今極具規模的醫學中心，進而擴展到外縣市的多個分院，我看見了中國附醫的成

長茁壯，去年學校搬遷至水湳經貿園區，我又見證了中國醫藥大學轉變的另一個里程碑，真是

何其幸運。 

很榮幸應邀撰稿分享工作及求學經驗，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人格特質、成長背景

等造就每個人不同的人生，我的經驗與想法不見得適用每個人，但期望我的分享能讓同學有所

啟發。任教至今雖才短短的一年，但對我而言是一種全新的學習，在人生的道路上每個人總會

面臨各種不同的挑戰，抱著虛心學習的心態，盡我所能，一直是我抱持的理念，同學不要認為

別人總是運氣好，機會是掌握在準備好的人手上，當你將自己準備好，自然你就會有選擇的權

力，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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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經驗分享 
 

   林 /   

    稚 錞 

                                  N42 系友 

               中國附醫胸腔內科及風濕免疫科 

大四時，聽了很多受到老師們邀請抽空回學校的學長姐們分享臨床經驗，以及他們如何適

應護理實習生和工作者之間的心態和角色上的轉變。當時在台下聆聽的我，心中也不時閃過以

後自己也想成為能在台上分享經驗的學姊，這次很開心能受邀寫稿分享至今約工作四個月的新

人期心得。 

以前在實習時，從來沒想過自己會真正的踏上護理這條路，因為自己沒有十足信心能撐過

煎熬新人期，怕自己玻璃心太重變得太在乎學長姐說的話，或是來不及反應臨床變化而被壓力

打擊，但沒想到當自己在工作時滿三個月，陸續聽到不少同學離職或正在準備其他考試轉職時，

低頭看看自己居然還正在醫院上班，面對著病人的一堆藥、一堆檢查單和滿滿顯示未核醫矚的

電腦螢幕，耳邊充斥著醫師、專科護理師、病人、家屬、傳送人員的聲音…他們叫著我和我負

責的病人的名字，到目前未止，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還沒成為逃兵的一員。 

正處於新人期的我，常常也有很多工作上的小細節漏掉被學姊唸，明明已經是下班時間卻

要補東補西，把病人的資料、紀錄和狀況處理好才能下班，每天都在早到醫院卻加班的生活中，

完全不符合現在年輕人追求的錢多事少離家近。不能說完全沒有離職的念頭，其實每天都想著

不用去工作多好，每天都想放假，但回過頭想：這世界是現實的，生活總要過下去，父母和我

也總有老的一天，難道我要一輩子在家吃老本，之後找個男人嫁掉自己，渾渾噩噩過完這一

生?(可能我想的太嚴重了哈哈哈)。因此，在還沒找到下一個方向前，先待在臨床工作兩、三

年也是個投資自己不錯的選擇，過程除了很累之外，我還是只能用很累形容，臨床就像是不經

一事，不長一智，成長的路從來都是艱苦難行。 

和你們分享我高中老師說的一段話：「舒適和成長不會同時存在，離家後才是成長的開始，

那種不為人知的苦楚只有親身體驗才能感受。陌生、疏離、空白的生命讓人害怕無助。失去同

溫層才知道什麼是孤單和寂寞，生活中學習一個人獨立和堅強成為最重要的功課！長大後的人

際關係其實要連結起來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所以好想逃避，好想回家。這些在面對自我內

心深處的時候，都不重要了！重點在找到自己，當天黑的時候怎麼入睡，天亮時什麼力量叫自

己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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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  順法 N42 系友 成大醫院 
感謝系學會邀請我，一同撰寫今年度的系刊，非常榮幸。但說

來慚愧，從 2020年 10月進入成大醫院至今，我仍然還在掙扎

的階段之中，寫了幾個版本都覺得不好，絞盡腦汁，實在不知

道站在我的立場，可以分享什麼有用的內容。於是我翻出日記

本，意外的發現裡頭有許多「寶藏」，藏著在這三個半月中的

許多情緒，有反思、體悟、成長、憤怒、焦慮、憂鬱、失望…

稍微整理一下，允許我用簡單的條列式，分享十點（三大類）

進入臨床後，我認為重要的一些想法吧！ 

    

一、Gap:實習生 V.S護理師  

1.學生和職場工作者最大的差別在於「責任感」。責任感代表把事做好，把事做好，就是多替

別人想一點，讓別人少操一些心。 

2.學生時代，懂得拋出問題就很好；但正式工作後，比起拋出問題，嘗試自己解決問題更為

重要。 

二、效率 

3.精準到位，一次 OK，是一種高標準的自我鍛鍊，減少不斷重複的動作：重複看醫囑、重複

來回走動、重複彎腰、重複空針拿起又放下… 

4.臨床就是任務和時間賽跑的工作，井然有序，超級重要。花時間創造整齊的工作空間，是

最省時間的事；花腦袋設計你的交班單，是最省腦的事。 

5.職場溝通不是聊天，要帶著目的，要有結果，不管是對醫師、專師還是護理師都一樣，你

現在不問出來，就等著別人叫你問出來。 

三、心態成長 

6.所有成長過程中的焦慮都是無解的，不要期待有人可以給你解答。你可以抒發、抱怨、流

淚，但最後仍然只有解決根本問題，才有辦法解決焦慮。 

7.找到興趣，增加生活中獲得成就感的來源，能幫助你面對挫折時更有餘力和信心，不至於

全盤否認自己。 

8.擊敗我們的通常不是「疲憊感」，而是「挫折感」，我們不怕累，但怕不知為何而累，初入

職場若能多花些時間準備自己，減少挫折，是划算的交易。 

9.病人的事第一，團隊的事第二，自己的事最後。這件事聽來容易做來難，這不是多數人從

小做事的邏輯，需要一段時間的練習。 

10.新人適應期，充滿希望上班、背著失望回家，在激勵自己與懷疑自己的輪迴中度過，是一

段必經之路，我現在仍然掙扎中。 

看完這十點，老實說，完全不能讓你變得更強，只希望將來遇到這些煩擾，這篇文至少

讓妳知道自己不孤單。了解哪些挫折是正常的成長過程，對於建立良好的心態極其重要。如

果沒遇到呢？恭喜妳，我猜妳一定是位優秀的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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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  

  峻 瑋  N37 系友 台北榮總急診室 
學弟妹們，你們好，我是在台北榮總不多不少被荼毒了 4

年多的學長，目前在急診服務，微薄的經歷過了 2年綜合科

病房，再轉急診 2 年多，為何轉來轉去，這講到了台北榮總

新人的單位選擇方式，新人一開始不能選加護單位，加護單

位通常要Ｎ2，單位就會推薦你去加護訓練才能進去，基本上

目前也沒聽過婦產科跟兒科有男生，門診爽缺更是不太可能

會有，大多都是需要喘息的學長姐才有機會去，我們年輕的肝正要被榨乾的時候，怎麼可能

放過你，再來就是過完前兩年就要一定要輪調。很多人進公家醫院的目的就升公職，這倒是

可以成為目標，大致上新人剛進來的介紹差不多就到這。 

說說自己在臨床上少少資歷的心境好了，不怎麼高深，僅作參考。剛進來職場，所謂的

落差是存在的，一開始吃不到飯、喝不到水、上不到廁所幾天是正常的，但是你發現怎麼一

直都是這樣，那就是錯的，在病房事情沒有多到你想像的那麼多，多的是你太多餘的動作；

在急診，事情多到你怎麼樣用超人模式你都做不完，除了緊急的病人妳要優先處理外，所以

何不坐下來喝口水、吃點東西、休息一下。 

職場與學校的重點會不太一樣，有時候不可能像教科書那麼完美，要學會取捨、選擇、

分辨輕重緩急。新人時期是最好奠定基礎的時候，你會有個大概三個月到半年左右的陣痛

期，什麼白癡的問題都可以問，學姊壞壞的說你是白痴嗎，你就說「是，我是！」然後繼續

你的問題，學會有禮貌的厚臉皮，原本想電你的，最後都捨不得電你了。再來就是怎麼找問

題，只要記著「為什麼」這三個字：這個處置為什麼要這樣做？病人為什麼要吃這個藥？找

出這些答案，對你交班也會有好處，方便整理出個思緒，讓交班成為說故事一樣，就沒那麼

難了吧。 

常說誰誰適應不良，但我覺得用這詞頗情緒勒索，感覺就像是說「喔~我們是大醫院，教

學環境優良，我們台灣整個醫療體系這麼的厲害，你沒辦法適應是你的問題」有些人會因此

走心，自己的能力是佔了一部份，但有一部份是這是已經陳年了的醫療環境培養出的優秀傲

嬌的民眾們、單位的環境氛圍等等，有歸屬感的單位，再艱困的環境你都能順利成長，我們

常說同理心、耐心什麼的，很常在病人家屬身上就消耗殆盡了，單位同仁?那就要看大家的修

行了，所以不喜歡這個單位就果斷地走了吧，除非你對某事很執著，但施主，回頭是岸啊。 

醫護的圈子太小，但世界很大，要保持好奇心，培養工作外的興趣，我也不務正業的兼

職著潛水教練，覺得壓力大就去潛水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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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昕  N39 

                     容 
 

 

 

 

各位老師、學長姐與學弟妹們，2020大家都辛苦了，抱抱那個疲憊不堪的自己，給自己

一個掌聲，整理好心緒，讓我們繼續邁向下一個旅程的峰迴路轉吧！Hey!我是Ｎ39的昕容，

已完成澳洲墨爾本 Monash University – Master of nursing practice degree，目前已是

澳洲註冊護理師，將在當地醫院工作。 
「學姊你最初所嚮往的與你經歷後的有沒有落差呢？」「為什麼不待在台灣就好？」，這

是我常常被問的一些小問題，我就藉這個機會簡單談一下我的想法吧！ 

兩年前，為什麼戀家的我選擇離鄉背井？除了薪水，除了最初的留學夢、想挑戰自我，

就是希望可以在一個更友善 support的工作環境做我有興趣的事情，再者就是滿足自己的好

奇心，想看看澳洲護理的教學環境與醫院生態，當然也想同時多拓展自己的眼界與人脈。 

過去兩年，種種壓力排山倒海的襲來，被現實壓在地上打，隔著螢幕笑談一隻身在外的

一切，好讓在家鄉的親友放心，諸多無奈、痛苦的淚只敢在深夜的被窩中自我啜飲。是啊!很

辛苦，但一切都很值得。  

 

澳洲的醫療環境相對的友善，對待新進人員甚至是護生，只要你積極、敢做、敢問，臨

床的專業人員，無論是醫師、護理師、藥師、物理治療師等等，都有著非常熱忱的教學精

神。另外，護理人員有一定的發言權，沒有淺在的地位落差問題，各專業平等，且彼此扶

持。當然無可避免會遇到讓人無力的事情，但總體而言，過程都是受益良多且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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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兩年的薰陶，改變最多的應該就是自我的成長與想法轉變吧！怎麼與自己相

處、怎麼坦然的去接納脆弱、失落的自己。“迷失”可能是個讓人卻步的詞，當你再生旅途

中不知所措，難道就是在交叉路口選錯路了嗎？難道就是失敗嗎？不是的，但我發現，最可

怕的不是迷失本身，而是你選擇去忽略、麻痹那樣的感受。我曾是個完美主義者，沒辦法接

受自己的軟弱，我認為那樣的我很沒用，所以我會若無其事的掩蓋那些感受，而這樣的後果

就是，不斷無緣由的惡性循環。要知道每個情緒，每件事情的發生有其意義與價值，去正視

它、並去探討它，在跟自己對話的過程中，你可以慢慢釐清很多心緒。就如美國詩人哲學家

Henry David Thoreau 所說 

“Not till we are lost, in other words not till we have lost the world, do we 

begin to find ourselves, and realize where we are and the infinite extent of our 

relations.”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 1854》 

最後，我想說的是，去接納不完美的那個你，你有時軟弱有時執著，有時太賣力，有時

很無力，有時佩服自己的小聰明，有時汗顏自己的犯蠢，這都是你，是你人生故事缺一不可

的題材。 

Wholehearted living is about engaging in our lives from a place of 

worthiness. It means cultivating the courage and compassion. Remind yourself 

‘Yes I am imperfect and vulnerable and sometimes afraid, but that doesn’t 

change the truth that I am also brave and worthy of love and be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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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俐安 

N37 系友 目前就讀 澳洲南澳大學臨床護理 

 

各位師長、同學及學弟妹大家好，我是

護理學系第 37屆畢業生陳俐安，目前就讀

澳洲南澳大學臨床護理。這次收到系學會邀請，為系刊撰寫一篇關於在國外留學的心路歷

程。大學畢業後我曾在臨床加護病房工作近四年，有許多人曾經問我為什麼要放棄在台灣的

經歷，選擇去國外從頭開始，我的回答都不變，因為留學是我從小一直存在在心裡的夢想。 

準備留學不是想像中的容易，到了國外也不像大家所想的光鮮亮麗，一開始的前期準備

包含諮詢、學校篩選、英文檢定、推甄資料準備等，我是邊在醫院輪著大夜班邊完成的。當

時的日子是大夜班下班後小睡四到五小時，我就會起床練習英文，然後趁著學校和諮詢所沒

有下班，去申請所有需要的資料，跑公文許可，曾經我覺得撐不下去的時間，也是默默地走

完了，加上工作幾年下來，為自己存下了一筆基金能夠支付留學費用，那種一點一滴一步一

步實現夢想的感覺，我想大概就是這樣吧！ 

關於課業，澳洲的教學體系與台灣相當不同，教學風格也非常迥異，澳洲很強調自我學

習及反思，不同於台灣的被動學習，不是教授告訴你要做什麼，而是你要讓他們知道你做了

什麼你懂了什麼; 臨床上的 RN也是，他們不像台灣的學姊，無時無刻叮嚀你帶著你，而是自

己要爭取機會，必須不斷的開口問，開口溝通，開口尋求協助，才有可能學到更多，收穫更

多或得到幫助。澳洲有許多醫療用品名稱也與以前臨床所學十分不同，讓我花了一段時間去

適應，不過大方向跟以往所學不會差太多，雖然多了很多新單詞要理解，不過並不會太困

難。到澳洲念護理，其實最需要花時間的是精進自己的英文能力，英文程度不錯的學生通常

也會吃香點，因為很多醫學知識、專業字詞還有護理技術已經相對其他人純熟，若再加上自

己的英文熟練且溝通皆無礙，我指的無礙是真的要像說中文一樣流利，還能流利的交班，流

利的跟醫生溝通，在實習和唸書過程就能駕輕就熟，而我還在這條路上努力奮鬥著。 

當你隻身到了國外，才會深刻體會到生活的不容易和孤獨。在國外留學，最考驗的就是

一個人的獨立程度，人生地不熟，發生了事情遇到了困難也只能自己尋求協助或爬文找資訊

解決。在國外待了近兩年，最自豪的應該是我的廚藝真的進步很多，畢竟在國外自己想吃什

麼都要自己做，在唸書打工的同時也交了朋友，有了自己的生活圈，漸漸的覺得自己更堅強

更勇敢。想追夢永遠都不晚，趁自己還年輕可以好好的去看看這個廣大的世界，也鼓勵大家

走出舒適圈給自己一點挑戰。If you forgot where you’re going, try to remember why 

you set out on the journey in the first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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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3 畢業生 

 

  

 

 

  

  

109 學年度教師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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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5大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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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 Bei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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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主藉由包廂遊戲拉近同學距離，為活動暖身。 

 

性感火辣「護理廟」為整晚表演最矚目得焦點。 

Christ  
Par  

FriEND 



27 

 

 

  

mas 
ty 



28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