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國際護士會護士節主題 

護士: 變革的力量 - 有效照護與成本效益 

栢菱譯 

由於健康照護服務受到經濟及人力資源限制，故

全面考慮醫療照護成本是非常重要。我們經常聽到

“成本效益”和“照護效益”，究竟它對健康照護影

響多大？國際護士會（ICN）本年度國際護士節的主

題，正是這個與全球護士息息相關“資源與效益”的

問題。國際護士會透過最新資訊及各國實例進行介紹，

並提供行動計劃及工具，以幫助和鼓勵護士和護理組

織提高認識，並鼓勵參與到衛生系統的財務領域，從

成本效益角度去實現優質照護及病人安全的理想，使

護士對資源利用的訊息有更多的掌握，並建議這個關

鍵的訊息成為變革的力量。 

 

全球醫療照護成本上升，主要來自慢性疾病的增長，人口的老化及對健康要

求的提升，如此沉重的經濟壓力一向由衛生系統和全球人口共同承擔。護士，作

為醫療場所前線及人員龐大的專業，每天工作都會有各種不同的決定，而這些決

定對資源使用的效率與效益都能造

成重要的改變。例如在壓瘡的預防、

感染控制、保障醫療安全等，其所發

揮的功能對醫療資源有效應用常被

低估，換言之，不良的健康照護將浪

費更多的資源。 

 

ICN 已進一步對成本效益分析(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CEA)和對健康利益

量化，例如腹瀉疾病預防的效果及生活質量的提升等。同時，成本效益分析亦可

適用於在不同干預下都能達到指定結果的比較，從而找出較低的干預成本種類，

例如在免疫研究工作中，醫生與護士哪一群組能在低成本下達到更好的效果；甚

或可以進行兩種藥物比較，找出哪種成本較低。為了達成以更少資源達到預期健

康照護效果，其相關概念就是“照護效益”(Care effectiveness)。在成本效益分析

上，我們還需要同時考慮照護效益，因照護效益是科學實證而產生的預期結果。

對於護士來說，照護效益就是護士以較低成本達到預期的健康效果。以一個實例

來說明，中國對艾滋病的海洛因吸食者，了解其對藥物依從性和生活質量的研究

導致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設備使用過度、過度供應和程序出現問題； 

－不恰當的入院和住院天數； 

－醫療過失和護理質量低下； 

－低效政策，例如高成本低效益的措施等。       

（ICN, 2015） 

 



中，發現提供家訪及電話隨訪能有效提升抗逆轉錄病毒的治療效果，生活質量及

抑鬱症狀可得到有效

改善(Wang et al. 

2010)。 

 各個國家的研究

證據顯示，護士是衛

生系統中提供有效照

護的核心，是維持最

佳質量和成本平衡的

關鍵角色，當中包含

有效的資源利用、高

效的服務和管理、有效的人力配置和護理價值等。然而，全球性的護理資源短缺

將繼續是高效衛生服務的主要挑戰。護士和政策制定者應將人人獲得安全和質量

照護作為願景，並把焦點放在如何改善全球健康的層面上，透過衛生系統重整及

護士對政策的參與，引領及提供優質照護服務及具效益的改進。ICN 承諾會以實

際行動去加強和改善全球各地的衛生系統，並呼籲護士應在各級醫療保健領域中，

作出積極的貢獻和參與，從而發揮護士巨大的影響力。 

 

更多關於國際護士會（ICN）本年度國際護士節的主題「護士：變革的力量

－ 有 效 照 護 與 成 本 效 益 」 ， 可 瀏 覽 以 下 網 頁 ：

http://www.icn.ch/publications/2015-nurses-a-force-for-change-care-effective-cost-effectiv

e/ 

 

用愛點燃希望 

雨夜 

  匆匆的腳步，伴隨你忙碌的身影 ；甜甜的微笑，袒露你火熱的心腸 。— 題

記 

 

  從小有個夢想，希望家人不受病魔的侵襲；幻想一天能穿上白大衣裳，戴上燕

帽，成為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期盼著，努力著，直到那一天，我真的成為了一

名護士，成就了我心中白衣天使的夢想。我希望把愛化為動力，把奉獻付諸行動，

守望生命，為健康護航。 

  一襲白衣，巡迴在醫院的走廊裡；一雙護士鞋，奔走在每張病床之間；一句問

候，一聲叮嚀；一雙手，一顆心；做力所能及的事，想病人之所想。護理學創始

護士夠減少浪費及改善照護系統效益的策略： 

－制定和實施以實證為本的臨床實務指引； 

－透過任務轉移和其他方式以配合照護所需； 

－堅持感染控制程序，提供更多的連續性護理；  

－進行臨床稽核，並利用數據作為臨床改善指引； 

－評價各項措施、科技和政策的成本及其影響力； 

－減少行政負擔等。               （ICN, 2015） 

 

http://www.icn.ch/publications/2015-nurses-a-force-for-change-care-effective-cost-effective/
http://www.icn.ch/publications/2015-nurses-a-force-for-change-care-effective-cost-effective/


人南丁格爾曾說過：護士必須要有同情心和一雙願意工作的手。這句話，成為了

護士永遠的座右銘。 

  我們歡迎新生命的到來，我們目送患者康復出院；當辛勤的汗水化成患者的微

笑，當匆忙的腳步化成心跳的旋律，當患者把信賴的獎旗掛在牆上，那一刻，我

以為我是偉大。但當目睹悲歡離合，我感到自己渺小；也當見到生離死別，我體

會到自己平凡。 

  來不及收拾心情，因為深悟生命的可貴。匆匆的腳步，忙碌的身影，只因不敢

浪費生命絲毫的精彩，只因患者的希望需要愛的守護。如蠟燭，燃燒自己，讓痛

苦而又無助的心燃貣對生活的渴望。 

  果實落下了，還有種子，盡管落下是你全部的收穫，而用汗水澆灌的未來，必

開出希望之花 — 致最敬愛的護士們。 

 

 

 

學校護士在城市健康維護上的角色 

盧藍丁 

 

    早在七十年代，澳門只有極少數學校聘請駐校醫護；然而，我所任職的學校

聘請註冊駐校護士已有 37 年的歷史，而我在該校出任護士也達 19 年，見證著學

校在推動健康教育方面的發展。 

    入職學校前，我在本澳醫院工作了 10 多年，當時覺得學校護士一定比醫院

護士輕鬆和壓力少，但入職後始發現情況並非如此。我所任職的學校裡，共有學

生及教職員工三千多人，我要應付每年約七千宗(平均每天廿多宗)的傷病處理，

絶非易事。例如，各種意外的受傷、暈倒、眼睛擦傷、腹痛、分辨各類疾病或傳

染病等。看似簡單，但當中存在著千變萬化的可能。加上在没有任何輔助診斷儀

器的協助，要即時作出初步的評估，並給予學生適當與及時的處理，當中所需要

具備的專業知識與經驗，實不可缺。除了學生外，教職員也經常向我諮詢各類疾

病或懷孕分娩等與醫學有關的問題，涉及的醫學範疇包括內、外、婦、兒、產、

五官科、精神科、心理學科等等。因此，我認為不論師生人數多少，擔任駐校護



士必須要有紥實的醫學知識。對我而言，邊做邊學、有機會便向前輩請教，以及

修讀一些短期課程，都是很好的辦法，期望能把學校護士的專業做好，發揚白衣

天使的精神。 

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學校護士工作清閒及意義不大，經常都有親朋勸我返回醫

院工作才能有所發揮。然而，我認為置身校園比醫院急症室的醫護站在更前線，

只要用心對待每宗個案，在校園工作也挺有意義和滿足感的。學生一句「盧姑娘，

感謝您的循循善誘，把我從準備自殺的邊緣拉回來」；家長一句「幸好您處理及

時，感謝您救了我兒一命」；員工同事一句「多謝您正確的判斷，救了我的生

命」……，一聲聲的感謝，是對我工作的鼓勵和肯定，當中的滿足感絕非筆墨所

能形容。 

經歷 2003 年 SARS 事件後，大眾對傳染病的關注度大大提高，加上在全球

各類慢性病患人數不斷增加以及本澳學童的肥胖率高踞不下的情勢下，本澳政府

有感若要推動優質教育，學童及教師的身心健康亦不容忽視，有必要建立駐校醫

護系統。故此，澳門特區政府於 2006 年開始投放資源於學校的健康工作，資助

每所學校設立駐校醫護人員，任職者必須接受專業的培訓，目的是協助學校加強

健康服務、疾病預防、推行健康教育及改善健康環境。 

為配合政府推行的各項健康校園政策，我的工作範疇也從傳統只著重健康服

務擴展至全面的健康促進服務，並擔當一個統籌員的角色。例如協助學校成立「學

校健康促進委員會」，以訂立各項校園健康政策；創設「健康小賣部」，教導師生

判斷各類食物營養是否健康；統整全校的健康教育及性教育內容，並給予建議；

舉辦各類型的師生健康講座及衛生宣教活動，推行多項的健康飲食推廣活動，並

需協助衛生部門進行各類防疫接種等。雖然工作量倍增，但亦為我帶來更有意義

和價值的工作，在不同類型的工作裡，使我視野得以擴闊，獲益良多。 

    目睹本澳學校醫護人員從無到有，並慢慢成為機制，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

進步，是一個先進的制度。澳門教育暨青年局更在 2011 年出版了學校醫護人員

工作手冊，從制度上確立學校醫護人員的角色和責任。去年，「第二屆學校醫護



區域雙年度會議 2014」在澳門舉行，會議主題為「從醫院到社區的持續兒童及

青少年保健」。研討會邀請了世界衛生組織、美國、英國、香港和澳門等專家學

者作主題發言，參會者還有台灣、泰國、南韓、日本等同業，我亦有幸能與大家

分享澳門學校醫護人員角色的經驗。會後，我的分享得到很大的回響，其中多個

國家和地區的醫護代表均表示，澳門特區政府資助學校聘請醫護人員是具有前瞻

性的政策，讓醫護人員對學童開展健康教育工作，對城市健康維護貣著源頭介入

的作用。  

    反思在現今科技發達的年代，為何人們還有這麼多的健康問題呢？可能是太

依賴醫療體制，而忽視了預防工作的重要。「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制度」

正處諮詢階段，學校醫護被部分業界認為是低層次的醫務工作，未能得到廣泛的

認同。雖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認為這是一個良好的契機，將學校醫護人員更好

地定位，充分發揮他們的功能。目前在澳門非高等教育範疇有近七萬名學生，學

校醫護人員在校園推廣健康教育，改變學生不良生活習慣及預防慢性疾病，具有

專業的角色形象將更具說服力。教育界和醫務界都應齊心協力，為學生一生的健

康打好基礎，健康校園是我們持續努力的目標，也是文明健康城市的基礎。 

 

 

對社區護理工作的反思 

莫雪瀅 

    由13年公立醫院的護理工作進入社區服務，才知道原來社區護理需求甚大，

並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面臨人口老化，社區上真的需要一班充滿愛心和有素質的

護士。他們不斷提升學歷，使社區護理質素提高，從而減低醫院的壓力和負擔。

儘管如此，社區護士薪酬和福利一直未被重視，這也是難以聘請有經驗社區護士

的原因。近期，本澳醫務委員會提出了“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制度”草

案，護士日後可能需要一些考核才能取得註冊及專業資格，不排除這會進一步影

響社區護理人力緊張的情況。     

從事家居護理工作一年多，服務對象 90%是長者老人。當今醫院服務並不能

滿足老齡化社會的需求，因此更顯社區上護士的重要。社區護士除了具備專業知

識外，還需發揮評估、教育、咨詢者等角色。 

    由於服務對象是老人，他們常常伴隨多種慢性病，同時因機能衰退，抵抗力



低，知識缺乏，不少人可出現器官以外的健康問題，如皮膚潰瘍、難以癒合的傷

口等。其實社區護理是醫院照護的延續，可使病人在出院後仍可得到整全和連續

的照顧，避免發生併發症，減少再住院機率。因此，社區護士必須具有全面的評

估能力及專業技能，運用適當的方法，在家人、僱人、鄰舍等配合下，為被照顧

者提供適當的健康指導和照顧知識。同時，社區護士也需有耐性及同理心，在有

限的資源下創造合適的照顧環境，更重要的是與被照顧者及家人建立良好的人際

關係，目的使被照顧者信賴和舒緩他們的壓力。社區護士還需團隊合作精神，通

過跨專業的合作，為被照顧者提供一個周全的護理計劃。然而，社區護士也需支

持和理解，由於工作的困難和挑戰、危機處理、體力透支、薪酬福利差距、缺乏

支援及培訓等等因素，都是影響社區護士流失的原因。 

    2008 年，香港政府曾推行一項名為「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的先導計劃，

為出院長者提供 6 至 8 周出院後的家居支援服務。結果顯示，此先導計劃有效降

低病人再入院率，更可作為病人及醫院溝通的橋樑，為被照顧者提供有效資訊和

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其中 96.4% 的長者不打算入住護老院舍，而有 81.4%的長

者則希望即使身體衰老仍留在家中生活。這些數據更促使推行社區以至家居護理

服務，從長遠來說，這是減輕社會醫療負擔，又能提升長者生活質素的雙嬴政策。 

雖然走進社區護理工作的時間不長，但在團隊共同努力和合作下，在工作中

也體現一些成效，帶給我不少滿足感。每當看到服務對象承受疾病的煎熬，心中

很是難受的，希望能為他們減輕痛苦。社區護理工作看似簡單實是複雜，隨著社

區護理需求不斷增加，家居護理服務也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因此，衷心期望政府

和社會聆聽我們的心聲，多關顧我們這班一直在社區黙黙耕耘的護理人員，給予

更多的支持，並讓仍未有機會接受服務的需要家庭得到完善的照顧和幫助，為推

動澳門社區護理的發展，為實現共享優質生活和共建美好家園的目標而努力。 

 

送上最誠摯的祝福─護士節快樂 

      ~少英~ 

您可知道國際護士節的由來嗎? 每年 5 月 12 日被定為國際護士節，目的是為

了紀念護士職業的始創人，英國護理學先驅和現代護理教育奠基人─弗羅倫斯.

南丁格爾女士而設。 

我們所熟悉的南丁格爾女士，對護理事業有一份執著和熱誠，並且貢獻良多。

國際護士會(ICN)於 1912 年將她的生日 5 月 12 日定為國際護士節，以激勵護士繼

承和發揚南丁格爾護理事業的光榮傳統，並以「愛心、耐心、細心、責任心」對

待服務對象，用心做好護理工作。 

有人這樣說過：拉開人生帷幕的人是護士，降下人生帷幕的人也是護士。在



人的一生中，誰也沒法抗拒護理。正所謂三分醫療，七分護理，這些反反覆覆的

護理工作，可為患者解除疾苦。雖然護士每天重覆著很多工作，但護士能在疲憊

中感受呵護生命的快樂，在心靈上更體會到自身價值的意義。 

“白衣天使”這個對護士的美麗稱號，是你用滿面的春風，拂去人們的疾苦；

是你用可人的微笑，溫暖悲涼的心境；更是你用柔情的絲線，縫補無數的創傷。

同時，你用輕輕的腳步，送走晚霞及迎來曙光。而一襲襲飄然的白衣，則代表著

一顆顆純潔的心靈；一頂頂別致的燕帽，承載著守護生命的重任。從 19 世紀末

戰爭最前沿的南丁格爾到當今抗擊不少傳染病最前線的普通護士，也就是你用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可貴精神一直綿延相傳。 

五月裡的石榴紅，好像一團火焰點燃希望，人間四月芳菲盡，卻有石榴花在

五月傲然群芳。時光流逝的是我們的青春，永恆的是天使的風采。值 5 月 12 日

國際護士節，祝願所有護士們節日快樂，祝願南丁格爾傳承的護理事業如火紅的

石榴花生生不息。 

                                        

使命 

迪 

由高中畢業到進入到護理工作中，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十年，最初自己對護理

一無所知，與很多人一樣不了解，入行只看到薪酬的一面，別無其他...... 

回想雖然學習護理的過程艱辛，一開始抱著薪酬較好的心態去堅持，但原來

漸漸會發現護理的工作若要用多勞多得去計算的話，這與我們的工作量根本不成

比例，每天都要面對繁忙的護理操作、基礎護理、病情觀察、生老病死各階段的

照護......這不只是腦力與體力消耗的問題，而是心力消耗，當中没有一項工作是

可以用「常識」去應付，工作八小時不能有一點鬆懈，因我們面對著生命，若不

是抱著對自身專業的一份執著與使命，我相信絶大部份的同業也會漸漸枯竭，但

相反我們的現況是即使因工作受到各種健康的損耗、面對的是有致命傳染病的風

險，也會投入我們的精神與氣力一貣照顧病人，因知道我們若放棄，受苦的一定

是病人。即使超時工作、因人力不足而被召回工作崗位也没有埋怨，為的只是堅

持南丁格爾賦予我們的使命，謹遵我們立下的誓言，默默地燃燒自己！ 

在近幾年投入到護士學生的心理輔導中，發現很多學生較前提早出現對職業

看法的「不平衡」，尤其是經濟增長越快、各行的薪酬與我們越拉越近時，不少

學生因感受到這種「不平衡」在未完成學業而選擇離開，而我最多聽到的是---

這樣的工作內容與壓力若與薪酬比較根本不公平…坦白說，如果明白護理的工作

的繁重，護理專業並不吸引，支持我們繼續履行護理使命的動力只能靠病人、家



屬、社會上的支持與認同；護士需要、護生更需要。 

藉 5.12 護士節送上這篇文章，感謝一直為護理使命默默付出的所有同業，

也希望市民能理解我們的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