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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個專業之所以被稱為專業，一定是具有別於其他團體或專業所不

能的獨特學識或技能，而這些學識或技能必定有一些理論基礎、哲理或

信念、價值觀，且這些專業知識需要不斷地成長、創新與改進，才不會

被時代淘汰或被其他行業所取代。創新與改進有賴以科學的方法不斷地

研究而擴充專業知識，因此，不論目的是為了發展護理專業知識技能、

提高護理專業及社會地位，或是增進人類全體的健康，運用問題解決法

來面對問題、護理研究與創新及護理品質之突破與提升已成為行政管理

者需面對的難題。在提倡護理成為專業運動的實施上，最常被提及的具

體方法就是運用護理研究來分析資料；而如何利用組織發揮群體功能從

事研究發展，以改進護理服務品質，就有賴行政與研究之結合了。

本章擬就護理行政研究的內容與臨床應用提出討論，目的在使讀者

能對護理研究在行政上如何組織及推展有更具體之了解。

護理行政研究內容

護理行政研究的內容可以由行政管理過程內容來看。護理行政管理過程內

容包含資料的收集、規劃、組織、人事管理、領導統御與控制的功能；但實際

上如何使管理者能運用以上的技巧，對人力、財力、物力及時間等做最經濟有

效的運用，都屬於護理行政研究的範圍。

在規劃方面，建立工作標準、擬訂預算、做好成本分析、實施目標管理及

成效如何等都是規劃研究的範疇；而分析組織結構（如直線型、幕僚型及矩陣

型的利弊）、採取集權或分權的管理模式、主管的授權程度、護理所採用的方

式（如全責、成組、綜合型或個案管理護理模式）、不同的工作方針理念對護

理的影響以及組織氣氛與工作環境相關的因素探討等，都是屬於組織研究的領

域。

在人事管理方面，如何選人、工作分析設計、人力規劃、人員的調任與考

核、升遷管道之通暢、薪資釐訂之合理性、員工的工作態度、排班、在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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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及執行方式、如何協助員工前程規劃以留住人才等，都是屬於人事管理

研究之例子。

利用何種領導理論及領導能力來影響別人，滿足別人需要，使組員願意努

力達到團體目標與接受領導的方式（如民主式、放任式或權威式）、各種理論

（如動機理論、情境理論、需要理論、領導特性理論、參與管理理論）及各種

衝突問題解決法、研究如何做決定等，都是屬於領導統御的範圍。

在控制方面，其考核的方式、品管績效的內容（含結構、過程、結果與成

本），如護理部的組織結構是否有「效率」、如何發揮「效果」？護理人員在

執行護理過程是否得宜？病人對護理服務是否滿意？病人可否減少住院天數？

護理收費與成本關係如何？績效考評是否合理有效？電腦資訊系統是否發揮功

能？在成本效益分析上如何？這些都是屬於控制研究的實例。

護理行政研究在國外推行現況

研究的主題除由文獻查證及參考學者專家的意見外，觀察護理界重要團體

機構如學會、公會、護理研究中心對研究的現況分析及工作重點也可看出護理

行政研究趨勢。

一、美國護理學會之研究

美國護理學會(American Nurses' Association; ANA)每年均會提出適合護理研究

內容的優先次序，這幾年來沒有太大改變。大體包含下列幾大項(American Nurses'

Association, Commission on Nursing Research, 1981; American Nurses' Association, Cabinet or Nursing

Research, 1985)：

凡能促進人類健康、社會福祉和照顧所有人類（不分年齡、種族、文化）的

學識及技能。

凡針對因健康問題引起生活品質降低或減少生產力，研究預防性的行為或環

境改變，使防患於未然的措施。

研究當個人或家庭遇到急性或慢性健康問題時的調適能力，以及減少負向的

調適反應。

孩童先天性的健康問題、老年問題、心理問題、貧窮及因文化背景不同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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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問題。

護理臨床工作之分類。

確保護理研究的倫理原則。

發展測量護理結果的工具。

為提高護理品質、降低成本，而設計出適合的護理模式以發揮最大功能。

評值護理教育與臨床實際工作的成效。

分析護理專業參與健康政策發展的過去、現況、未來及影響因素。

以上十大項幾乎全部和護理行政研究有關，因為廣義的護理行政研究之主

要目的還是在協助臨床護理服務及教學，並使臨床護理工作及教學工作能在最

少人力、物力及時間控制下，達到最高品質與最佳效果。

二、國際護理協會之研究

國際護理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於 1993年在西班牙馬德里

舉辦第 20屆的國際護理協會研究論文之主題就是品管的整合，內容包含護理部

的管理、健康機構的經濟問題（含如何達到最高效率、效果及效益）、婦女與

健康品質保證、應用政策於護理機構、法律與護理實務、傳染病的管制與安全

、人權與護理、護理臨床專科化趨勢及問題、臨床護理新發現、護理研究之優

先次序、臨床護理教育新觀、護理資源規劃、改善護理倫理等都包含在整合品

管的範圍內。

三、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之研究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國家護理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Nursing Research; NCNR)在 1990年出刊的“Facts about Funding”

中提到，護理行政方面的研究有護理方式、護理品質、管理策略、提升病人護

理品質結果、護理措施及護理人力資源應用(National Center for Nursing Research, 1990)。

此外，一些行政決策研究，如護理模式、改進病人護理、加強人員留任措施、

病人住院期間噪音控制、居家護理人力之有效運用、各項護理品質之評值、護

理電腦資訊系統等，也是 NCNR研究的主題（圖 42-1）。

未來研究（2000 2004年）的目標有 4點(Nation Institute of Nursing Research, 2000)：

凡能認清科學對健康產生有意義貢獻的研究均以支持，尤其在慢性病、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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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種族（少數民族）的健康問題、人生末期緩和護理研究、健康促進和疾病

預防、提升生活品質、症狀護理及疼痛控制等。

凡能達到高品質、有效成本應用、對護理實務科學有貢獻的研究均以支持，

如：慢性病、長期照護、促進健康、心肺及重症護理、神經感覺功能、免疫

學、腫瘤及婦兒科之研究均是重點。

重視研究結果的溝通與應用：經由申請研究計畫完成的研究結果，如未能應

用實在可惜，如何應用各種媒體、教材、網路、電子書工具傳播有助提升護

理專業。

加強護理研究人員訓練和生涯規畫發展，含研究生訓練、博士後進修，使護

理研究能生生不息，有賴良好的教育訓練與有計畫的生涯規劃。

四、Henry等人之研究

芝加哥大學著名教授Herman Finer於 1952年就曾說過：「最應優先做的研

究是護理部的行政研究」(Finer, 1952; Henry et al., 1988)。到底護理行政主管做了什麼

研究？以什麼主題申請了研究基金並有些什麼研究報告？護理行政最應先做的

研究主題又是什麼？Henry 等人於 1987、1988年調查醫院實際行政工作者、學

校教師及專家們的意見，其目的在於了解他們對護理行政研究領域內容的訂定

、研究題目的重要性及優先次序。研究結果顯示在醫院主管方面護理行政研究

最常見前十名的主題為(Henry et al., 1987、1988)：

圖 42-1 Dr. Hinshaw（左三）任美國國家護理

研究中心主任時訪問北榮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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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分類系統。

工作滿意度、如何延攬及留住人才。

護理生產力及責任感。

評值護理工作。

研究成本分析及護理收費。

分析護理部的組織結構。

討論在職教育成效。

危機處理研究。

人事管理與排班。

診斷關係群(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DRGs)和住院保險收費制度。

而護理專家們認為排名在前十名的內容，大體上與醫院主管的意見相同，

唯一不同的是專家把「護理成本與成本分析」列入第一優先，「DRGs 和住院

保險收費制度」列入第二優先；另外又增加了「護理模式研究」、「人力運用

」、「護理行政主管的特質」及「環境與組織結構內容」等研究。

護理行政研究在台灣推行現況

護理行政的最高決策單位在行政院衛生署，衛生署對研究的發展重點與獎

助會影響護理研究的方向。由衛生署公布的 2000年度科技發展重點，在醫療方

面的內容包括：醫療保健服務之研究、傳染病防治之研究、慢性疾病防治與健

康促進之研究、藥政管理之研究、食品衛生與營養之研究、健康保險之研究以

及中醫藥之研究（行政院衛生署，2000）。以上與護理關係較密切的為前三項。

其中，「醫療保健服務之研究」與護理行政研究趨勢關係最密切。在醫療

保健服務方面，其研究內容與護理行政有關的重點包含：醫療制度、緊急醫療

與救護、長期照護以及精神衛生之研究。其中「醫療制度之研究」重點為：

建立醫院品質保證制度之研究； 醫院評鑑制度之審核； 高科技醫療技術評

估制度之研究； 建立醫療成本分析制度之研究。以上重點不論是放在評鑑品

質或成本分析方面，均與護理行政研究的關係密切。

筆者認為護理的研究也應與藥政、食品營養、中醫藥研究一樣單獨列出一

大項。內容方面，筆者建議護理研究可分為行政、教育及臨床服務三方面，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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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護理行政研究之重點列舉如下：

個人方面：如個人前程規劃、考核制度、人事制度以及個人生產力之研究。

組織：如組織結構、集權、分權方式、組織氣氛與工作環境之研究。

成本：如管理人力成本、材料成本費用、醫院收費、損益平衡及成本數量利

潤分析之研究。

護理品質保證：如各種評鑑制度的建立、品管（含結構、過程、結果、成本

）、現況之評值與未來展望之研究。

社會政策、法律與護理專業發展：如法律、社會政策之施行、保險制度與護

理專業發展之研究。

衛生署在 2000年度整合性醫學科技研究計畫中提出研究重點在於： 國人

重要疾病研究； 醫療保健及公共衛生政策與制度研究； 醫藥生物科技之研

究發展。計畫型態除鼓勵「群體計畫」(Program Project Grant)、「研究室計畫」

(Laboratory Grant)外，並有「研究啟發獎助」(Career Initiation Award)三種。「群

體計畫」著重計畫之整合性，「研究室計畫」著重主持人過去之研究成就，「

研究啟發獎助」乃為鼓勵新進研究人員或已有成就之研究人員進入新領域。

群體計畫是現代研究的趨勢，在申請時應注意下列重點：

經由學術機構內及機構間合作而促成優異之醫學研究。

以特定醫學使命為目標，有共同研究綱領。

有能發揮整合協調功能之基本組織。

強調科際整合（如基礎及臨床之合作研究），並明確顯示科際間之合作無間

與相輔相成。

包含訓練醫學研究人員之功能。

國科會研究重點與衛生署研究重點有頗多相似之處。目前國科會及衛生署

有關護理方面群體計畫並不多見，因為這是需要有行政管理研究能力，才能使

相同或不同領域及單位機構人力整合協調達成研究目標。例如：在行政方面，

整合各醫院人力資源應用情形，發展護理生產力績效或成果指標，建立護理收

費與成本分析，均可為整合型計畫的研究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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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行政研究趨勢

由以上學者專家及衛生最高機構對科技發展研究重點的指示，歸納出下列

幾項趨勢：

一、護理行政內容應與實際護理工作、人類健康及

社會福祉結合在一起

護理是實用性的應用科學，而並非是純理論性的。研究的目的在於改善護

理品質、增進病人舒適、減輕病人痛苦，期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最有效及最好

的護理。因此，護理及行政研究最終目標如無法實際應用在護理或與護理有關

的實務上造福人群，解決人類現存或潛在的健康問題，就不具實用價值。

二、護理行政研究應具前瞻性

護理行政研究不只看過去、現在，更應有前瞻性，也就是需與社會健康政

策立法及時代脈動結合在一起。護理行政的研究趨勢是隨著現況、未來趨勢而

做調整，例如：慢性病、老年護理、居家護理、長期照護、癌症護理、心理問

題、環境問題、生活型態不同等，已成為 21世紀普遍面臨的問題；加上護理人

員法的通過，護理人員可以執業經營護理之家，使護理功能的獨立性及自主性

提高，那麼護理行政研究的趨勢必然也要跟著社會政策、法令或保險制度的改

變（如全民健保的實施）而有所改變。也就是說護理行政研究應與社會脈動連

在一起。

三、護理行政研究方法多角化

護理行政研究方式不再像過去只是以簡單問卷調查，或面談、觀察等方法

記錄，而是綜合各種研究方法收集資料。如評鑑護理品質時收集資料，不只是

要到病房查閱病歷記錄，同時要觀察病人、訪問病人、觀察護理人員、訪問護

理人員及觀察周遭環境，有時還得加上觀察員或專家的判斷，才能正確評值護

理品質的優劣，使護理研究的內容有其可信性及可靠性（即信度）與效度。在

訪問方面不只是了解個人的意見，團體的看法也要參考；每個人都有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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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上網看BBS站，了解大眾意見也是未來趨勢；而正負觀點、內外意見、多

項理論、多人意見等也是廣被收集的。因此在統計及分析方面也趨向多樣化了。

四、建立一個統合性的護理研究國際行政機構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於 1986年成立國家護理研究中心，使護理研究邁入一

個新的里程碑。經過 15年的努力，這個機構已被肯定是花費最少而得到最多研

究成果與收穫的統合護理研究單位。其成立的主要目的為： 提供研究經費；

訓練研究人才； 協助研究事業發展。使護理研究員能減少其在教學及臨床

工作的時間，而專心做研究。研究的最終目的依然回歸到幫助護理改進臨床服

務工作，加強護理科學的深度，使護理服務能幫助人類健康達到更完美的目標。

其他在美國提供補助護理研究經費的機構還有美國護理學會(ANA)、國際

護理榮譽學會(Sigma Theta Tau International)以及各地區成立的護理研究中心（如

Midwest Nursing Research Society），和護理研究雜誌社（如 Nursing Research）

。台灣應盡速建立專門的專業護理研究中心，才能統合護理研究計畫及掌握研

究趨勢。總之，目前護理界對人類健康社會福祉有關之內容十分重視，同時也

注意到成本效益，工作簡化及開源節流之觀念。如何在方法上及內容上深入探

討是護理行政研究的重要趨勢。

五、護理行政研究經費日漸充裕

護理行政研究經費的申請來源較廣，使護理研究領域有極寬敞的天空等待

開拓。在國內，各種經費申請機構有衛生署、國科會、教育部及各種基金會（

慶齡基金會、陶聲洋防癌基金會、鄒濟勳基金會等），這些機構為了鼓勵護理

研究，也建立了有關護理研究審核標準，加上護理研究對象範圍漸廣，因此，

目前可看出不怕沒有研究經費，只怕沒有理想、創意的護理研究構想及創新發

明。

護理行政研究的應用

護理行政研究除了在規劃、組織、人事管理、領導、控制等內容上研究外

，在現實生活中應用最廣的是工作簡化及品管活動之研究。近來學會鼓勵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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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專案研究，也加強了研究應用在實務上之趨勢。茲列舉某院推行工作簡化

以研究改進工作效率為例，說明工作簡化在改善行政績效上之應用。

一、推行工作簡化

工作簡化之目的是在利用科學方法尋求最經濟、有效的工作方法，以增加

工作效率，且使工作者輕鬆愉快。也就是說以最少的體力（勞力）、人力（人

員數）、時間、物力及較少的成本，達到最高的效果。因此，舉凡浪費時間、

人力、物力、浪費太多的動作、流程長、項目繁多的工作，都是優先列入工作

簡化之主要目標。如何分析工作、節省動作、減少工時，來達到提高效率、提

高工資、增加利潤、降低成本，是推行工作簡化最主要之目的。有些計畫護理

部能獨立推行，但有些是必須組成工作簡化小組才能完成。

例如：某院推出簡化「年終工作績效」，簡化「溝通管道」，建議由電腦

鍵入並傳送開會記錄，簡化記帳等，可以由護理部統籌作業以達到節省人力、

省時、迅速及標準化之簡化目標。有些工作需與護理部以外之部門聯絡才能共

同完成，如與藥劑部、行政部門、復健部、營養部等部門之聯繫。內容如簡化

管制藥物蓋章手續、簡化申請在職證明程序、簡化住院病患陪伴證申請手續、

簡化病患財物保管手續、簡化請修手續及簡化領藥手續等，均需與其他部門協

調研究改進，目前這些程序均已陸續上網簡化中。

由上述簡化工作項目可以看出，工作簡化小組確實發揮特長，在方法改善

、工具改良、工作環境改進及處理手續上簡化，以有系統的分析，合理的改進

，提升護理品質。

二、品管活動

全面品管(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是一種運用改變過程，以統整、

評值方式來控制品質，達到品質管理的目標。應用在護理方面可由訂立各類護

理標準、訂立各種臨床稽核指標、定期評值護理指標（含結構過程、結果與成

本）做起（徐南麗，1989；徐南麗等，1993、1995ab）。內外科護理、老年護理、腫瘤

護理品質指標之建立與護理品質之評值，就是利用品管活動，建立標準，執行

評值，提升護理品質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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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研究結果於實務改進

研究的目的有些是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有些研究可由前人的研究結果

中找出可研究的題目，以實際行動改善嘉惠病人。

例如：徐南麗曾於 1992年完成「護理人力生產力之評估與應用，第一集護

理時數與護理人力成本探討」，其中曾調查某院 269 項護理活動所需護理時數

最多的前十名中，發現護理記錄每病人至少需花 10分鐘。由研究可看出護理時

數約有 1/3用在直接護理時間，1/3用在間接護理時間，1/3用在相關護理上（徐

南麗等，1992）。如果一位護理人員上班 8小時，在一般病房白天平均得照顧 6

8位病人，如此記錄就得花 60 80分鐘，占間接護理時間 40 50％之間，這就

是需優先提出簡化工作的項目。因此，某院電腦資訊小組即著手研究改良護理

記錄電腦化，節省護理書寫時間，直接將節省時間嘉惠於病人直接護理身上就

是一例。再者，由工時研究中可看出每項護理活動在準備期、操作期、記錄期

、整理期所花時間，如準備期、整理與記錄時間超過護理活動 50％以上時間，

亦是應優先提出簡化與改進之項目。

四、護理行政專案設計

中華民國護理學會每年均會舉辦「護理行政專案」發表，報告內容含題目

、摘要、前言、目的、現況分析、問題確立、文獻參考、概念架構、實施方案

（執行過程）、評值、結論等。目的在鼓勵臨床護理人員能發掘臨床問題，以

專案分析方法來解決問題。

例如：某院於 1995年獲選行政專案發表的題目有「降低住院病患逾時會診

率改善方案及評值」、「建立眼科護理病歷與眼科護理記錄之專案設計」、「

護理站火災防護設計與評值」、「病房漏收 費用改善專案」、「護理人員

工作考核改進專案」、「護理人員交叉訓練計畫之推展與評值」，就是實際運

用行政力量、專案設計來改進問題的實例。2000年獲學會選為行政專案的主題

有「新生兒加護病房病孩氣管內管滑脫之改善方案」……等 40 篇（請見第 41

章護理行政專案的撰寫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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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研究是要針對問題以求了解事實並預測未來，同時也是一種經由不斷的研

磨推敲、追根究柢，以求水落石出，找出真理的科學方法與過程。故研究是具

有前瞻性的工作，而其發展更是具時效性的任務。古人說：「學如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對一個專業來說，如果沒有發展，就沒有進步，但發展絕不是膨

脹，而是建立在一定標準及品質上。「護理」如何在個人、組織、工作及專業

上發展，日新月異，突破瓶頸，以研究方式發展個人、組織、工作或專業實力

，使個人能得到自我實現的成就，使組織能發揮最高效率與效果，使專業能永

遠領先，這個研究發展工作才有成果。

近年來護理行政研究的題目有朝向研究護理方法、護理執行方式、護理措

施、如何提升護理品質、增加病人或護理人員滿意度、減少成本浪費、研究病

人分類系統、人力資源分配、辦公室自動化、作業資訊化、護理人員分級制度

、分析及提高工作生產力、績效以及品質評鑑系統等方面的趨勢，其目的無非

是在運用研究方法找出最經濟有效的護理模式來造福病患，以增進全人類的健

康。因此，全民健康的社會福祉及護理專業地位之提升，有賴護理行政與護理

研究工作者精誠團結、相輔相成，將理論與實際並用，相信必能發揮潛能，為

人類健康與社會安全創造出嶄新的明天。

本章轉載自：徐南麗(2000)•護理行政研究之現況與應用•於徐南麗等編著，護理研究導論(pp.

495-512)•台北：華杏。徵求原刊載單位及原作者同意後，在本書編輯過程中，文字、圖片經作者

與編者重新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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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習題

問題討論

一、由護理學會出刊的護理行政論文摘要第一、二輯或護理研究

雜誌中找出一篇護理行政研究論文，分析此行政研究在實務

上之應用。

二、由護理學會出版之護理行政專案專輯中找出一篇行政專案在

臨床上之應用、並分析其優缺點。

三、請列出貴單位可以推行工作簡化的項目，並依優先次序排出

前五名。

四、請列出護理部推出有關品質管制的活動有哪些？並分析其結

果。

五、請舉例說明貴院的護理研究應用於臨床改進的實況。

六、請舉例貴院通過護理行政專案的主題，並分析其優缺點。

七、請討論貴院在行政上研究重點（台北榮總護理研究研習會中

共同討論出之行政重點主題請見本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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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台北榮總護理研習會之行政研究重點

行政研究問題與內容優先次序依參與者提供意見分下列八點重點列出，包括：成本、人力、護理

人員的地位、健保、品質保證、領導才能、護理標準及教育訓練方面。

一、成本方面

如何計算護理成本？

如何定義護理成本和護理品質？

如何節省台灣的醫療成本？

護理生產力的評值。

居家照護護理費用如何給付？

健保系統如何給付護理人力及護理費用？

如何提升及平衡照護品質及保險成本？

如何分析護理活動成本？

二、人力方面

護理資源與病人照護的相關性為何？

台灣護理人力供應不足，對護理照護的影響？

該如何留住護理人員？

護理人力與病人分類的相關性為何？

如何連結社區資源與醫院，以提升身體健康？

如何提升護理生產力？

三、護理人員地位方面

如何提升護理人員在台灣的社會經濟地位？

護理人員的價值系統探討。

如何做好生涯規劃？

護理人員如何適應台灣醫療體系的改變？

專科護理師的角色功能？

四、健保方面

如何建立都市醫療網？

在健保體制下該如何定義護理角色？

台灣醫療資源的分布。

如何由健保處得到更多的給付？

護理人力對護理人員的角色的影響。

五、品質保證方面

如何提升病人照護？

如何提升護理人員滿意度？

如何提升居家護理照護的品質？

什麼是最高照護品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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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領導才能方面

探討 21世紀護理行政最有效的理論。

領導才能最主要的機制是什麼？

影響領導及管理的因素。

培育領導人才制度之建立與評值。

七、護理標準方面

如何建立各專科病房護理標準？

如何建立護理部護理標準？

病人分類系統資訊化之實施與應用。

如何建立工作標準？

如何建立行政服務標準？

八、教育訓練方面

如何提升護理專業能力？

如何連結護理教育與護理訓練？

如何提升護專業的角色？

台灣的護理教育系統優缺點分析。

什麼是老年護理教育？

目前的護理教育趨勢是什麼？

護理教育與臨床教育有何不同？

在台灣什麼是最普遍的繼續教育？

資料來源：台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