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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為二年研究計畫，目的在建立一般外科病人分類系統。第一年研究目的

在建立一般外科專科病房之護理工作標準，瞭解各項護理活動所需時間及發生頻

率，分析一般外科護理活動中直接護理、間接護理與相關護理分佈及所佔比率以瞭

解護理人員時間分配情形。調查時間由民國80年7月22日起至民國80年8月1日止，

於某教學中心四個一般外科病房進行為期一週之工作分析(Work Sampling)，觀察之

護理活動共36項，涵蓋直接護理、間接護理、相關護理及個人時間項目。觀察方法

採七天168小時每十分鐘連績瞬間觀察法，共有觀察員14人參與，計觀察16464人
次。同年8月28日至9月26日止，以護理人員自我記錄法，調查一個月內一般外科各

項護理活動平均工時及頻率。調查信度採觀察員信度，效度採專家效度。工作分析

結果，各類護理活動中直接護理佔34.5%，間接護理佔34.2%，相關護理佔24.7%，

個人時間則為6.5%。各項護理活動之工時與頻率，如測量體溫、脈博、呼吸活動之

平均工時為2.5160分，頻率為3.499l;總計平均每病人每天所得到的護理時數為3.48
小時，護理人力成本費用以每分鐘 4.94元計算，至少為1031.47元。本研究貢獻除

建立一般外科護理標準，瞭解一般外科各項護理活動工時與頻率外，並對一般外科

護理時數、各類護理活動所佔比率及人力成本費用之計算提供具體資料。研究結果

可提供訂定護理活動點數及建立病人分類系統參考。 
 

前言 
    近年來護理人員流失率逐年增高，由藍忠孚等(民78)的研究可以看出(1)繼續進

修 ;(2)人員不足工作量太大，無法滿足病人需求;(3)工作時間不定;(4)護理工作不被

一般人所重規;(5)夜班費太低;(6)薪水不合理; (7)對直屬上司不滿意;(8)福利不好;(9)
無法適應夜班生活;(10)工作太單調，無成就感或挑戰性;是造成護理人員流失的前十

名原因。為留住護理人員，除加強進修管道外，如何使護理工作分配在質量上均能

合理有科學依據，提升護理工作品質，使工作有效率、有效果，是護理人員應努力

改進的目標。加上醫院評鑑聯合委員會對醫院人力資源分配亦提出要有科學方法分

派的要求。因此近年來各醫院均往檢討及發展自己的人力資源應用系統上尋求改

進。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建立病人分類系統，以科學方式合理計算病人所需護理人

力。由本院一般外科四個專科病房做起，先建立一般外科病人分類系統發展模式，

以做為全院或各科分別發展病人分類系統方法之參考，為達成建立一般外科病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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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系統前，必須了解為何要做病人分類。如果病人分類目的只在將病人分類，例如

分成十分嚴重、嚴重、尚好、良好等級或1，2，3，4類的話，就用簡單原型分類即

可，不必太費周章。本院為一級教學醫院，發展病人分類系統主要目的是為發展一

套合理實用之人力資源分配系統(徐南麗，民79年;民81年)，並將運用這套系統測量

護理工作的成果及績效;比較護理工作量及病人需要;提供各單位、各班別護理工作

量指數;評估各單位、各班別所提供護理的類別;提供護理人力分配的方法;提供護理

收費標準;做長程規劃、中短期預算及預測性收費;預測各個病人之護理需求;長期監

測病人類別及所需護理活動;因此採用因素型與原型混合型的分類法。 
    為建立病人分類系統發揮人力資源運用功能前，必須完成的準備資料如下: 

1.建立各項護理標準。 
2.完成工作分析。 
3.建立各項護理活動頻率及工時測試，以了解各專科護理工作所花時間及頻率。 
4.建立24小時護理時間分配資料，含直接、間接、相關及個人護理時間，以做

為三班人力分配及工作時間分配之參考。 
5.建立原型分類基本資料，以為細估病人分類的基礎。如初分病人為四類，建

立這四類病人各項護理活動及工時測試所需時間，再計算出四類病人加權點數。 
6.計算護理人員工作量(Work load Index;WI):工作量為病人人數乘以分類病人   
每日所花護理時數之總和。 
7.以直接護理佔所有護理時數多少來計算病房所需人力。 
8.以各項護理活動所需平均工時及該活動每日發生頻率乘積，來算出該病房每

日所需護理時數。 
9.由病人每日所需護理時數，乘以每小時人力成本費用，以初估護理人力成本

費用。 
10.由護理人員提供病人所需護理服務時間與實際排班時間之比，來計算護理人

力生產力。 
    為達到上述目標，本研究分成二年計畫完成，第一年研究目的在修訂一般外科

護理工作標準，製訂各項護理活動定義及觀察員操作手冊，以做為護理活動工時及

頻率測定標準，並進行一般外科病房護理活動工時、頻率與護理時間分配之初探。

第二年由觀察員以直接觀察方式完成各項護理活動工作測試，計算以原型分類法劃

分成四類病人所需護理時數，找出四類病人所需護理時間及加權指數，訂護理活動

點數及分類標準，訂定病人分類量表，含定義說明、定點數及計分方式，經由電腦

程式設計，於四個一般外科病房測試，以為評估一般外科護理人力分配及計價收費

之參考。本文茲將第一年研究結果彙整報告如下。 
 

研究目的 
1.建立一般外科各項護理標準。 
2.建立一般外科各項護理活動平均工時及發生頻率。 
3.瞭解護理人員時間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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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算一般外科護理時數及護理人力成本費用。 
5.瞭解一般外科護理人力生產力指數。 
 

名詞定義 
    直接護理:病患直接得到的護理照顧，如給藥、評估、傷口護理等。 
    間接護理:與直接照顧病人相關之準備處理活動，如備藥準備檢查等。 
    相關護理:非與直接照顧病人有關之工作必要活動，如文書、用品供應、在職教

育等。 
    個人時間:非與病人有關之私人活動。 
    護理時數:護理人員所投入之直接護理時數，間接護理時數及相關護理時數之總

和。 
 

文獻探討 
    近年來護理界受到許多的衝擊與壓力，先是護理人力嚴重的不足，再是護理人

力成本精算，都一再地反應出護理工作逐漸為醫療機構所重視。同時，也使得護理

主管不得不再省思護理工作如何能科學化、合理化地計算、評估與衡量。 
    「工作衡量」乃指在預算工作時間與工作數量，其目的為(一)由工作內找出無

效的時間，以便研討改進;(二)決定工作標準時間，做為管理的依據(周道，民79年)。
事實上，「工作衡量」在產業、工業界早已行之有年，經營者藉其預算產品出產時

間及人力、物料、成本的投入量，然若運用工作衡量法來計算護理工作的時間、人

力與成本等，其間有許多的變項需加以考慮含蓋。近年來常見應用工作衡量的方法，

以馬錶測試法及工作抽樣法為主。 
一、護理時數 
    傳統衡量護理生產力的方法，是採用每病人每天所需護理時數(Nursing Hour Per 
Patient Day,NHPPD)，或是以每天病床數(Adjusted Patient Day;APD)，分配相當的全

日工作人員數:Full-Time Equivalents;FTE)來計算之。但上述的計算方式已不切合實

際了，其原因有三:(一)由 FTE的計算無法完全說明醫院中人力實際投入的狀況;(二)
由NHPPD及FTE無法衡量病人每天所消費的行政管理效能;(三)FTE及NHPPD無法

說明投入人力之技術水準。取而代之的，每病人每天之護理費用(Nursing Cost Per 
Patient Day;NCPPD)被視為是護理行政主管監測及控制護理生產力的指標。在

Strasen(1987)所提出的標準護理費用人生產力模式(Standard Costing/Productivity 
Modal)中，指出每病人每天全部護理時數是每病人每天之直接護理時數、單位內間

接護理時數或護理行政時數之總和。 
    護理時數的計算方式，根據吉爾瓦納提 (Giovannetti，1978)的報導;過去人力分

配是依據病人與護理人員的比率與佔床率而定。有些是根據標準護理時數及每病人

每天所需護理時數而定(標準護理時數為平均每天護理人員應提供病人之直接護理

時間)，也有根據平均每位病人之直接護理時數、病房床位、佔床率與護理人員每天

工作時數而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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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一:護理時數= 
 護理人數×上班時數×年實際上班天數 

          佔床率×病床數×365 
目前，較精確地計算方式是以自我記錄法或直接觀察法，測量每一護理活動之工時

與頻率，再以公式二計算之。 
公式二:護理時數= 

269 
Σ工時(分/次)×頻率(次/病人/天) 

1 

    王秋惠等(民80年)即以馬錶測試法計算「特別口腔護理」與「鼻灌食」之工時，

在測試前需先將測試動作內容加以標準化，以減少測時誤差。徐南麗(民81年)以護

理人員自我記錄方式，調查台北榮總269項護理活動平均工時，及各項活動每病人

每天發生頻率，算出全院各組別、各病房之護理時數。 
    另外，也可以病人分類系統量表中所列護理活動項目之點數計分，再以積分來

粗估每病人每天所需之護理時數。一般常用之病人分類系統，有因素評估系統(Factor 
Type)，PETO病人分類系統及GRSASP系統(徐南麗，民79年)。 
 
二、護理時間分配 
    護理行政管理者為了監控護理人員之生產力，首先必需確認其工作性質與時間

的分配狀況。依工作的性質將護理時數區分為直接護理時數，間接護理時數，相關

護理時數，個人時數。 
    一般而言，護理人員之時間分配現況是以工作抽樣法加以分析的。Hagerty， 
Chang及Spengler(1985)指出，藉著工作抽樣法可確認護理人員工作內容與型態 
(Work profermance)，計算護理人員從事護理活動的時間分配(Time allocation)，並分

析護理工作之功能 (Work function)。 
    近幾年來，以工作抽樣法來衡量護理工作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的不斷發表出

來，諸如:據Lake(1982)的研究結果顯示護理人員的時間分配，直接護理佔98-35%，

間接護理佔50-62%，個人時間則佔10-15% ;1983年Sherrod研究某榮民醫院護理人員

從事直接護理時間佔38-45%，間接護理佔 37-49%，而個人時間則佔13-18%。據 
Mingard，Wall及Turnes(1986)研究顯示出護理人員直接護理時間佔32.8%，間接護理

時間佔26.9%，相關護理時間佔20.3%，個人時間則佔20%，且其依護理人員職等的

不同，在工作時間分配上亦不相同，以個人時間來看，註冊護士(RNs)在其一天工作

時間中佔11.4%，第二級護士(LPND)佔有17.4%，第一級護士(LNPI)佔有 23.4%，而

助理護士(護佐)其個人時間佔有24.3%。Osinski及Powale(1980)研究顯示病房完全僱

用註冊護士，其人事費用的花費較只僱用低比率註冊護士的單位少，且在滿足病患

需求，提供相當品質之護理照顧方面較佳(Minyard，Wall&Turnes，1986)。 Misener，
Frelin及Twist(1987)亦以工作抽樣法分析加護、內外科、精神科、產科、新生兒、兒

科六單位護理人員的工作時間分配，結果顯示直接護理平均佔24.5%，間接護理時

間平均佔60.5%，而個人時間平均佔15%，且因專科不同，工作時間分配比率亦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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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Hendrickson，Doddate及 Kovne，(1990)的研究結果顯示，以白班每位護士照

顧4.8位病患，晚班照顧6.9位病患的比率，護理人員的工作時間分配為:直接護理佔

31%(約2.5小時人8小時)，間接護理佔45%(即3小時40分鐘/8小時)，相關護理佔10.
個人時間佔13%。因此，護理人員與病患比率是影響其工作時間分配的主因之一。 
    國內，有關護理人員工作時間分配的研究亦逐漸受到重視。最早，毛家舲(民70
年)，即針對精神科護理工作加以分析，結果顯示直接護理佔43.95%，間接護理佔 
22.62%，相關護理佔17.15%，個人時間佔 18.43%，且依護理長、護士、護佐而有

差異。尹裕君(民75年)針對內外科病房護理人員工作進行調查，結果顯示直接護理

時間佔37.6%，間接護理佔39.2%，相關護理佔 10.2%，個人時間13.2%。曾珍麗等(民
76年)病室護理工作量調查，結果顯示直接護理佔38.94%，間接護理佔51.13%，衛教

時間佔1.38%，個人時間佔8.58%。蘇喜等 (民77，78年)比較全責與非全責病房護理

人員之工作分配，結果顯示全責病房之直接護理時間佔24.5%，間接護理佔45.6%，

相關護理佔12.6%，個人時間佔17.4%，而非全責病房的時間分配分別為17.9%， 
55.6%，11.3%，15.4%。 
    總而言之，因病房性質、病人數、病人嚴重度、護理模式、病房環境、護理人

員專業素質等均會影響護理時間的分配運用，且不同職務、不同班別、不同時段對

護理時間的分配比率亦有不同。除此以外，因研究者在研究計畫中，對護理工作分

類規劃的不同，研究結果也不盡相同，且直至目前仍沒有一定標準以界定護理人員

應提供多少的直接護理才是合理的?!但不可否認，由近數年的研究結果顯示，護理

人員所提供的直接護理時間有逐漸減少的趨勢。Hendrickson et al.(1990)的研究中則

建議將護理工作重新界定採以分層負責方式劃分非護理工作，採行衛星藥局作業，

減少護理人員的發藥時間，以及充分使用電腦作業減少文書等護理相關工作，藉以

去除護理人員在間接及護理相關時間的消耗，而增加提供給病患的直接護理時間。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時間 
    本研究是以台北榮民總醫院一般外科四個病房為母羣體。調查時間自民國80年7
月1日起至81年6月30日止，共計一年。 
 
二、調查方法 
    調查方法分護理人員自我記錄法及觀察員記錄二種方式。頻率與工時採護理人

員自我記錄法，頻率視記錄護理人員每人每日所做活動的頻率，工時測驗則採定日

記錄方式。工作樣本採觀察員記錄，使用連續七天 168小時瞬間觀察法，每十分鐘

做一次觀察記錄，共有14位觀察員參與，共觀察16464人次，觀察內容含直接護理如

評估、給藥、傷口護理、引流管處置、清潔舒適、協助排泄、協助活動、協助飲食、

維持呼吸、與病患交談特殊治療檢查、護理處置、收集檢體、巡房等14項;間接護理

如CHART、備藥、準備檢查治療、檢體處理、分送飲食、善後處理、護病溝通等七

項;相關護理如物品包消、清理整理、用品供應、文書、會議、在職教育、參考資料、

與其他人員連繫、走路等九項;個人時間如休息、私人交談、吃東西、用洗手間、不

知道時間、離開病房等六項。 

 5



三、測量工具 
    測量研究期間護理活動發生之頻率及工時所使用的工具含「護理活動定義說

明」、「護理活動工時及頻率測試調查表」、「三班病人總數調查表」、「護理活

動頻率及工時輸入電腦操作說明」、「記錄工時磁碟片」及「記錄頻率磁碟片」等。

工作樣本取樣，所用工具含馬錶、觀察員瞬間觀察活動記錄表、排班路線等。 
 
四、評價方法 
    為使護理人員完成記錄護理活動工時及頻率，舉辦二次大規模的說明會，並請

四個病房護理長及病房代表參加;各病房之行政助理及護佐則是全部參與電腦操作

訓練。研究期間研究發展組除了安排訪問員至各病房訪問，以了解各病房是否有記

錄上的問題，並做有關的指導與諮商外，研發組也隨時有人接受電話諮詢。在整個

研究結束時，除了請護理長依其病房性質及個人工作經驗記錄各項護理活動所需工

作時間之平均數及標準差外，並請各病房護理長每日自我評估護理活動工時及頻率

之正確性，若當日資料的正確性在50%以下，則完全不採用，資料正確性在50-80%
之間能修訂者則請各病房自行在磁片上修訂，資料正確性在80-100%之間才採用。 
 
五、計算方法 
    頻率的計分方式是以此項護理活動發生的所有次數總和除以病人總數，各病房

記錄每天資料後，彙集30天資料，再加上全院四個病房的資料，算出平均每天每個

病人對這項護理活動可能發生的頻率。因此，每病房每天都需填寫三班病人總數調

查表。 
    工時的記錄方式也是以平均每項護理活動所需完成的時間來計算，工時的記錄

方式除了在各項護理活動的定義中有明確的說明外，每一項護理活動都已訂出各項

工時測驗的計時方式，含準備期、操作期、記錄期與整理期，以求每一位護理人員

都能依據標準記錄工時。 
    例如:入院護理在這30天內一共有5200次頻率發生，但實際記錄工時只有9月2
日當天172次，那麼則是計算記錄這172次入院護理之平均工時，而不是計算5200次
的工時。 
    將各項(269項)護理活動所需工時乘以頻率所得時間之總和，加起來為該病房每

病人每日所得之護理時數。將此護理時數乘以每分鐘人工成本費用，即為粗略估計

每病人每天之護理人力成本費用。本研究成本之計算是以本院成本會計組依五職等

護士及六職等護理師年薪所算出之平均每分鐘人力成本費用4.94元乘護理時數得來

的。 
 
六、信度與效度 
    信度是採評分者信度，每位觀察員均受過為期一週之觀察員訓練，並通過觀察

員信度測試達90%以上一致性，各項護理活動測試項目、內容，採內容及專家效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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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料整理與分析 
    護理人員每人每日所記錄的頻率與工時及工作取樣資料，均交由病房行政助

理、護佐及研究助理輸入電腦中存檔。所有磁片在研究結束後，由研發組查核後交

由資訊室處理。資料處理與統計採次數、平均數、標準差、百分比等方式分析。 
 

研究結果 
一、護理標準建立 
    一般外科病房於民國80年4月至8月依診斷建立一般外科(含甲狀腺、乳房、胃部

切除手術、全靜脈營養療法、腸道營養法、闌尾切除術、各種疝氣修補術、小腸手

術、肝臟、膽道等)各種手術前後護理標準。因篇幅有限，各項標準均不列表。詳見

國科會一般外科病人分類系統之建立與實施，成果報告。 
 
二、護理活動平均工時與頻率 
    根據護理部「護理人力生產力小組」所訂定之護理活動標準程序，一般外科四

個病房護理人員以自我記錄法，在80年8月28日至9月26日一個月期間，完成269項護

理活動工時與頻率之資料收集。據資料統計結果顯示，在269項護理活動項次中約有

130項活動經常出現在一般外科病房中。 
    由研究資料統計結果顯示，一般外科護理活動每病人每天發生頻率(Per Patient 
Per Day)排行榜(表一)在前十名依次為體溫脈搏呼吸測量、血壓測量、小量靜脈給藥

法、交班、大量靜脈注射液瓶更換法、電話連繫、問題處理、巡房、單一劑量口服

給藥法及飲食分送。 
    護理活動工時排行榜前十名依次為心電圖監視器使用(251.29分)、人工呼吸器之

使用(129.56分)、臨床心肺甦醒術(85.41分)、清潔灌腸(80.43分)、動脈穿刺護理(65.67
分)、腹腔放液穿刺護理(61.34分)、氣墊床應用法(55.17分)、氧療法 (154.26分)、派

班(46.0分)及氣管插管的護理(45.31分)。將護理工時乘以平均頻率(次/PPD)得每項護

理活動之護理時數，佔十大排行榜分別為小量靜脈給藥 (18.45分)、巡房(10.56分)、
問題處理 (8.84分)、體溫脈搏呼吸測量 (8.79分)、大量靜脈注射瓶更換法(7.76分)、
血壓測量 (6.88分)、護理記錄 (5.68分)、吸入治療器使用 (5.29分)、交班 (5.01分)、
電話連繫(4.90分)。 
 
三、護理時間分配 
    據工作分析(Work sampling)結果顯示，七天內4個病房14位觀察員總共收集觀察

資料16464人次，其中直接護理佔34.5% (表二)，間接護理34.2%，相關護理 24.7%
及個人時間為6.5%。由表三可見，在直接護理中以給藥佔8.8%為最高，依次為評估、

巡房、與病患交談及協助飲食。間接護理中亦以備藥佔10.3%為最多，依次為病歷

書寫(10.0%)、護病溝通(7.8%)、善後處理 (3.9%)及準備檢查治療 (佔 3.0%)。而在

相關護理中則以文書最多 (佔10.3%)，若將所有護理活動統合來看，則以備藥及文

書獨佔鰲頭均佔10.3%，依次為病歷書寫、給藥、護病溝通、評估、巡房等。 
    以三班別來分析護理人員之工作時間分配狀況，可見直接、間接、相關及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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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分配比率在白班為32.02%、34.06%、 27.69%、6.23%，晚班為36.47%、35.67%、 
19.07%、8.79%，而夜班為37.33%、33.06%、24.80%、4.82%。 
    就一週七天來看，護理人員的工作分配狀況並無明顯的變化，但可以見到的是

在星期六、日，其相關護理有明顯的減少，而使得護理人員能提供較多的病患直接

護理照護。 

 
 

 
四、護理時數與護理人力成本費用 
    根據一般外科病房所記錄之病人每日各項護理活動的平均工時乘頻率的總和，

即為每病人每天所獲得之護理時數，結果顯示甲病房為2.98小時，乙病房為3.63小
時，丙病房為4.43小時，丁病房為3.61小時。若以傳統之護理人力配置方式計算護理

時數，即以護理人數乘以八小時上班時數及一年平均工作日數(253天)，再除以病房

床位數、佔床率及一年365天之積，四病房所得之，護理時數分別為3小時、2.95小
時、3.59小時及3.22小時。根據研究所得一般外科平均護理時數為3.48小時，若以每

分鐘人力成本4.94元計算，護理人力成本費用至少應收1031.4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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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護理人力生產力指數 
    以生產力即為輸出與輸入之比的理論來看，將研究資料統計所求得之護理時數

作為「輸出」，而以實際護理人數計算可提供之護理時數作為「輸入」，兩者之比

即可得到一般外科四病房之生產力指數。(表四) 

 
 
 

 9



討論 
1.由護理活動工時及頻率測試結果，可看出其頻率排行榜在前十名中，有2項屬間接

護理活動，如問題處理、巡房及飲食分送 ;2項為單位相關活動如交班與電話連繫，

因此，如何減少間接及單位相關活動的頻率，而增加病患直接護理活動是需要業務

改進的重點。另就護理活動工時排行榜來看，因有些活動工時僅由一筆或數筆資料

所得之平均時間，其差異性頗大無法概而論之，僅供參考之用。護理時數的排行榜

中，有5項為直接護理，而電腦操作首居第二，此項多為病房行政助理所執行，另

巡房、交班、護理記錄所花時間亦不少，如何簡化及改進此類工作是值得護理行政

者重視的。 
2.一般外科護理時數為3.48小時，與徐南麗(民81年)調查綜合科4.45小時，外科 3.59
小時，婦兒科3.42小時，內科3.38小時，全院平均4.20小時比較，是可看出其個別差

異，由徐南麗(民81年)調查外科各病房護理時數，在同一科中，有高至4.55小時，有

低至2.09小時，表現各組各專科甚至各病房均有個別差異，此差異也隨著護理長的

組織能力、工作分配方式、病人病情分類、護理人員質與量的多寡、硬體環境、電

腦設備、佔床率……等因素有關。如何在有限的人力、時間、物力做最好的調度分

配，以提高生產力，是本研究的重點。 
3.在護理時間分配方面，花在直接護理時間，以乙病房最多(佔37.2%)，丙病房最少(佔
34.6%)。花在間接護理時間，以乙病房最多(佔36.7%)，丙病房最少(佔 29.4%)。花

在相關護理時間，以丙病房最多(佔29.3%)，乙病房最少(佔21%)。花在個人時間，

以甲病房最多(佔8.1%)，乙病房最少(佔5.1%)。若將直接與間接護理時間合併計算，

以乙病房73.9%最多，丙病房64%最少 ;個人時間最多者佔 8.1%，據研究，蘇喜(民
77年)調查佔15.4%，17.4%，曾珍麗(民78年)調查台中榮總8.58%，楊雪蓉(民75
年)10.3%，及與國外Minyarg(1986)20%，Rantz(1987) 100%，Hendrickson(1990)13%，

比較顯示本院同仁花在個人時間上較少，敬業精神是值得肯定的。 
4.據工作分析結果，在直接護理中以給藥居首位，間接護理中亦以備藥居首，兩者

相加得到護理人員在給藥一項活動比率上即佔了19.1%，甚而在B病房與D病房其給

藥活動比率高達22.8%及21.8%。因此，如何縮減護理人員的給藥時間，衛星藥局的

作業與單一劑量給藥措施是否有值得改進之處，都是要再商榷的。 
5.根據護理工時測試所得直接、間接與相關護理時間比率，與由工作分析所得之結

果不儘相同。在研究設計中護理工時測時並沒包含護理人員個人時間的測時，若以

工作分析之個人時間(6.5%)為工時結果，則直接護理工時比率即可修正為78.92%，

間接護理工時比率為1.74%，相關護理工時比率13.2%。這樣的結果仍與工作分析結

果有所出入。追究其原因是，護理工時測試法中每一項護理活動的工時即包括了準

備期、操作期、整理期與記錄期，且整項工時均歸屬為直接護理時間，而在工作抽

樣法中則只將每項護理活動的操作期歸屬為直接護理，準備、整理與記錄期均歸屬

為間接護理。若將工作抽樣所得之直接間接護理比率相加得 68.7%;與工時自我記錄

所得78.92%，仍有 10.22%之差，因此，在一般外科病人分類系統的第二年研究計

書中，將工時測試與工作分析之歸類項目一致化，以使研究結果取得一致性。 
6.根據工作樣本分析，一般外科病房在白班、晚班及夜班的直接、間接、相關護理

活動發生頻率總和所佔之比率分別為 48.70%、25.49%及25.82%。單位主管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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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做為人力分配比率的參考，即白班可以 49%人力的初估計算，晚班25%，夜班26%
作為粗估。 
7.護理時數、護理人力成本費用，及人力生產力指標擬配合第二年直接觀察及工作

分析後，再做進一步的比較討論與分析。 
 

結論 
1.各項護理標準已照診斷及各項護理技術建立工作指標。 
2.一般外科各項護理活動平均工時及頻率，已以自我記錄方式建立，計有269項護理

活動。 
3.護理人員提供的直接護理為34%，白班平均照顧6-8個病人，每個病人平均每日所

得之直接護理不足一小時，顯示人力運用不足及不佳。 
4.護理人員主要的護理活動為給藥，顯示目前的藥局作業程序及單一劑量給藥措施

有待改進。 
5.護理人員在一天工作中個人時間僅佔 6.5%，顯示護理工作辛苦且忙碌，但病人所

得卻不多。 
6.由工作樣本分析粗估護理人力在白班、晚班及夜班之配置比例為49%、25%、 26%。 
7.一般外科四病房的護理時數分別為3， 2.95,3.59及3.22小時，平均護理時數為3.48
小時，護理人力成本費用以每分鐘人力成本 4.94元計算為1031.47元。 
8.護理人力生產力指標四病房分別為 0.99，1.23，1.23及1.12，平均生產力指教為 
1.16，表示一般外科生產力成果良好。 
 

研究貢獻 
(一)本研究訂立一般外科護理活動定義、技術標準及工時測試之計分方式，對工時

之測試、技術標準及記時標準的統一與建立有具體之貢獻。 
(二)由研究結果可初步了解一般外科269項護理活動依台北榮民總醫院之定義及計

時標準計分所得到的工時及頻率，可提供其他研究者之參考。 
(三)初估台北榮民總醫院一般外科護理人力成本，可提供全民健康保險，做為給付

外科病房護理費用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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