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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感謝國科會的補助，使我有機會到英國倫敦參加國際護理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ing）簡稱 ICN 百週年慶並發表

論文，國際護理協會是一八九九年成立的，每四年召開一次國際護理人員會員大會（ICN Quadrennial Congress），如一九

九七年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的第二十屆會員大會，每二年召開一次國家代表大會（Council of National Representatives, 簡

稱 CNR），如一九九九年在英國倫敦舉行。中華民國護理學會於一九六一年恢復會籍後，陸續派有代表參加每二年或四

年舉辦之大會。一九八九年起開始參加學術研究論文發表，這次參加國際護理協會百週年慶大會除由中華民國護理學會

理事長陳月枝代表出席外，同行尚有秘書長張淑容二人共同代表出席國家代表大會，此外學會派有觀察員台北榮總尹祚

芊主任、台中榮總尹裕君主任、弘光技術學院李選主任、台大醫院黃璉華主任及本院顧問王瑋等五人，目的在觀察整個

國際會議舉辦情形，以做為本國二○○五年舉辦第二十三屆國際護理人員會員大會之參考，另有代表、家屬及工作人員

共計一○六人參加，陣容龐大。本人則代表出席學術研究論文海報展。茲將參加會議經過與心得感想做個綜合性報導。 

 

 

二、 出國觀感  

     本人將以會議行程與內容、開幕典禮、論文內容、海報參展、參觀醫院及拜會大使等六方面敘述。 

（一）會議行程與內容： 

     此次護理學會組團赴英，除了參加國家代表大會、報告論文及海報展示外，另有兩個目的：1.為順利推動二○○五年在台

灣舉辦之國際護理協會國家代表會議暨第二十三屆國際護理人員會員大會，學會派了觀察員以觀察、訪問、攝影、收集

資料、記錄等方式做為未來舉辦國際會議之參考。2.參展：參展內容含我國醫療、護理進步情形、公共衛生概況及我國社

會經濟文化狀況，展示期間除贈送參觀人員國旗、國旗徽章、學會徽章、英文簡介及文宣宣傳品等外，並舉辦義賣活動，

如首日封、世界郵票、中國結、國畫、玉佩及南丁格爾撲克牌等，十分熱鬧。整個行程由六月二十五日開國際護理協會

理事會、國家代表會前會始，繼六月二十六日國家代表會，六月二十七日專題演講及開幕典禮，六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三

十日專題演講、論文及海報參展，至六月三十日四點閉幕典禮由安妮公主主持結束國際護理協會百週年慶活動，節目相

當緊湊實在。 

 

（二）開幕典禮：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七點在英國倫敦皇家艾伯特廳 （Royal Albert Hall） 舉行開幕典禮，由於參加人員人數三千多人、入口

少、空間狹窄、天氣熱躁，工作人員雖身穿紅色制服穿梭其間，但引位人員仍嫌不足，且無茶水供應，加上會場有安全

檢查，更顯得擁擠，實在有許多值得改進之處。幸好其利用電腦資訊系統，將過去由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九九年百週年慶

大事在電視牆上顯示出來，如介紹歷任理事長及貢獻等頗有創意贏得好評。此外大會在二樓雅座安排各國代表席位，當

主持人依字母排列介紹各國代表時鏡頭就掃到穿不同國家服裝的代表及國旗，大家一致報以歡呼及掌聲，頓時有世界大

同及民族大融合之溫馨感，此次一共有六十個國家，三千二百六十位代表參加，本國共有九十九位代表參加，全部穿旗

袍揮舞國旗，是參加人數最多也是最具特色的國家。開幕典禮主席宣導英國女王致賀電時，也使會場歡呼聲起，除國際



護理協會理事長及地主國協辦單位英國皇家護理學院院長致歡迎詞外，並有餘興節目表演，充分顯示英國在音樂、舞蹈

及各種藝術上的特色，十分另人激賞。 

 

（三）論文報告內容： 

     大會主題是「歡慶護理輝煌繼往，邁向專業燦爛明天」英文是 「Celebrating Nursing's Past-Claiming the Future Organization 

Visions」 專題演講的主題有 1.網路使用 「Using the internet symposia」 2.協商技巧 「Negotiating skills workshop」 3.職業護

理師工作網 「Nurse practitioner network seminar」 4.生涯規劃 「Career development symposia」 5.媒體應用 「Using the media 

workshops 6.國際護理作業分類系統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Nursing Project Workshop」7.繼續教育 「Continuing Education 

Symposia」 8.領導統御 「Leadership Seminar」 9.人權和健康願景 「Human Rights and Health Perspectives」10.為實務作準備：

選擇和能力 「Prepared for Practice: Choice & Competencies」 11.為實務作準備：挑戰和觀察 「Prepared for Practice: Challenges 

& Observations」 12.歡慶護理輝煌既往｜邁向專業燦爛明天規劃未來之發展階段 「Celebrating Nursing's Past-claiming the Future, 

Setting the Stage for the Future」 等十分精彩。這次論文報告內容包羅萬象，分類也很細，舉凡臨床、教學、行政的題目均

在研究範圍內。一共有八百零三篇口頭報告，本國有十七篇，海報發表一共有五百五十二篇，本國有五十三篇海報展示

成果輝煌。論文報告及特別演講的地點場地大，輔助視聽教材亦配合相當良好，惟分散在四個地方，趕場令人有浪費時

間不夠效率的感覺。 

 

（四）海報參展： 

     海報一共有五百五十二篇，分三天展示，一天二場，每一場只展示三小時就得匆匆收攤，讓第二場人展示。海報展示的

地點在演講廳外的長廊上，十分擁擠沒有舒適感，加上缺氧與空氣不好，令人失去細細品味或參觀的意願。本人展示海

報內容為「病人分類系統與單位成本分析」被列入第一天第一場第一篇（見附圖），可見國際對護理成本及人力資源之

重視。本人參展的內容是如何在本院發展病人分類系統及建立單位成本分析的研究過程，印有摘要及參展全文提供會員

參考，贏得好評。 

（五）參觀醫院： 

     感謝台北市護理師及護士公會的事先安排，使我們一行三十四人有機會到倫敦參訪英國皇家自由醫院及聖湯姆士醫院，

茲簡介英國皇家自由醫院。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抵達醫院後即由英國皇家自由醫院護理部主任 Corola Holroyd 女士負責

接待簡介後就分組參觀，本組成員有徐曼瑩、劉淑娟、詹秀妹、阮玉梅、廖麗郁及本人等六名。在教學組 Erika Bowker 引

導下，我們到一九九六年才新成立的教育訓練及發展中心 (Staff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參觀教學部份，茲將其教育部

份分護理人員分級制度、在職教育及評值等三方面簡單介紹如下： 

 

1.分級制度 

     Royal Free Hospital 是擁有一千一百床之教學醫院，約有一千六百位護理人員，在教育方面採分級制度，即將護理人員依職

等分為 A、B、C、D、E、F、G、H 及 I 等九級，分級標準及內容大概說明如下︰ 

 

A 級︰未接受正式護理學校訓練的人員，能執行基本護理工作，如擦澡、翻身等技術。 

B 級︰未接受正式護理學校訓練的人員，除執行基本護理工作，可執行量血壓、體溫等 工作。 

C 級︰為正式護士，多半為早期醫院自行訓練，領有文憑 （Diploma） 的註冊護士 （Enrolled Nurse），可執行一般護理

工作。 

D 級︰現代護理學校正式訓練的護士，可執行一般護理工作。 

E 級︰D 級經過一年半（十八個月）臨床實務技術訓練後成為有經驗的護士 （Experience Nurse），可執行一般及重症加

護護理工作。 

F 級︰E 級經過二年高級臨床實務訓練成為資深護士 (Senior Nurse) 或行政護士 (Junior Management Nurse)，能執行護理、教學

及行政工作。 



G 級︰F 級經過一年行政訓練可成為病室經理 （Ward Manager），能執行護理、教學及行政工作。 

H 級︰G 級經過行政、研究訓練可成為教師、執業護理師或各科專科護理師（Specialist）。 

I 級︰H 級經過特殊專科訓練後可成為高級經理 （Senior Unit Manager），如在加護單位、急診、心臟及重症單位工作之資

深經理。 

 

2.在職教育方面 

（１）三年換照制度︰英國皇家自由醫院非常重視在職教育，設有教育訓練發展中心，每三年重新審核執照，每一職級

均訂有訓練及升遷等作業標準。例如 B 級訓練約七至十天（類似護佐訓練），課程以技術為主。如量 TPR、BP、翻身、

餵食、協助上下床、穿衣等，每項技術至少親自執行三次，每次做完都有老師評值，內容除評值技術改進外，還評值知

識、態度與行為。已建立具體的知識內容量表、態度量表及行為量表非常清楚實用。 

（２）在職訓練內容以目標為導向︰每一層級在職教育內容均規劃十分清楚且具體，例如 E 級晉升 F 級目的在訓練資深護

士或行政護士，因此 E 級人員需接受高級臨床實務及初級行政訓練，行政訓練課程表如下︰自我肯定、溝通技巧、考核

評值、有效溝通技巧、如何處理抱怨、人與人之間之效能、諮商技巧-贏或相互合作、公平招募與甄選、處理工作壓力、

時間與工作量管理、有效溝通技巧、績效指導、授權、領導統御、如何製作簡報及正式報告、了解暴力與侵略等。教育

課程的每一項主題均有大綱說明定義、內容及教學方法，且事先發給訓練人員，人手一冊，清楚易懂。 

 

3.評值方法 

評值方法是以目標為導向，查核每一目標是否具體達成。如以量表分數 1、2、3、4、5 分計算︰1 分代表進步很多、2 分

代表進步多、3 分代表比以前進步、4 分代表沒有進步、5 分代表比以前更差，以評值成效。英國的護理制度是相當重視

實際與技術的，A 至 I 級就如同我們的進階制度，每一階段課程內容均將技術與升遷結合在一起。如 D 級護士加強 IV、

Tracheotomy care、換藥等護理技術，F 級以上重視教學行政研究訓練，A 至 I 級依階段不同而有特殊重點設計均十分具體

可行，且給予考核評值，是相當完整的訓練。 

 

總之，英國的正規護理教育制度目前雖有 Diploma、大學、碩士級、博士班不等的教育程度，在醫院也有良好的分級制度，

如英國皇家自由醫院一般制度均相當合理，但其公醫制度施行後許多滿意度指標均有退步現象，如醫護人員的工作士氣、

工作意願與工作精神等，實有待研究改善。再者在倫敦參觀醫院均需事先安排且需經其主管同意。參訪單位、多少人、

多少時間都是事先協商的，很少有彈性空間，資料也不是很大方的給，也不能隨興要看那個病房就能給予方便安排。反

觀本院在參訪方面對外賓真是大方，除在有限參觀時間內給予最大空間及方便外，總是儘量滿足外賓需求留給貴賓良好

印象。經常帶參觀訪問的我，雖然花較多的時間接待貴賓，但站在前瞻性、國際性、市場行銷及成本效率來看，我認為

能留給貴賓感受榮總第一的感覺真好！付出時間與精神也是值得的。 

 

（六）拜會大使 

      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們一行十人在中華民國護理學會理事長陳月枝的帶領下，到駐英大使館拜會鄭文華大使，台北護理

學院護理老師的先生也在那工作，因此特別感到親切。英國與我國無正式外交，卻是留學生僅次於美國最多的國家。每

年約有五｜六千人在此留學，也有部份小留學生。大使館人員均盡全力照顧留學生。但畢竟中英無邦交，有些地方可看

出外交困境，如大使館連國旗都不能掛出，只能掛在房間大廳，可見工作發展之困境。 

 

三﹑對主管業務興革建議  

（一）建議護理人員應加強外語能力，以促進國際交流及學術進展：由於科技及交通工具快速發展，縮短了人與人之間

的距離，促進國際間學術文化的溝通確有賴於語言的表達。在歐洲不懂法語、西班牙語頗有文盲之憾， 

因此，如能加強各國語言含說、聽、讀、寫的能力，確能促進國際交流及對學術研究有很大的助益。希望醫院圖書館及

社團活動能多提供學習語言教具及機會，也希望每個人都能了解語言溝通的重要性，隨時多聽多看多讀多寫，充實自己



的語言能力，以便能實際應用於護理專業上。 

 

（二）我國護理專業人員應多參與國際護理協會之工作，爭取選票，以便能當選 ICN 理事或理事長，為專業團體盡更大的

力量：ICN 的理事長每四年選舉一次，一九八九年選出的理事長是韓國的金慕任博士 （Dr. Mo-Im Kim），日本的代表也

當選理事及副理事長，我國只有余玉眉教授過去曾當選為專業服務委員會委員，四年後被指派為主任委員現為理事。希

望國內護理同仁能更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及溝通技巧，以便在國際性的護理專業組織爭取一席之地，發揮專業角色之功

能。 

 

（三）應及早規劃迎接二○○五年國際會議：我國雖離二○○五年舉辦國際護護士會員大會尚有六年時間，建議應及早

規劃，如二○○一年六月十｜十五日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辦第二十二屆國際護理人員會員大會就應多派人觀摩學習。此次

在倫敦所見所聞之缺點在規劃時即應加以改善，如報到註冊地點太小、電腦當機、擁擠不堪、沒有茶水供應、無休息及

會客地方、服務人員少、各國參展地方太小等。將來我國若能事先完整規劃、爭取經費、加強人員禮儀及外語訓練、不

論在人事物及場地應用上均能做最好的安排，相信不但能為我國做最好的宣傳，也可提升中華民國護理人員專業社會地

位。 

四、結論  

 

護理工作在促進人類健康，提升護理品質，

改善經濟地位及工作環境上均有很大貢獻。

一個專業若無研究發展，不寫作、不出版、

不發表，其貢獻是非常有限的，尤其在科

技發展，人與人之間距離愈來愈小的世界

裡。因此如何發展雙向交流，利用科技改

善工作，提升護理服務品質，加強行政管

理，研究出版，都是護理人員迎接二十一

世紀應努力的方向，願我們能團結合作，

以最經濟、有效的方法共同提升護理品質

及為促進全民健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