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理核心價值

■ 文

李春蘭

RN, MSN,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前

言

當代護理界的歷史眼光

護理史是呈現我們護理專業發展的過程。周

歷史的重要在於鑑古知今 ，明瞭過去和現在的

（2010）指出 ，要從歷史的發展看護理核心價值之傳

脈絡 ，可作為當代人觀察 、分析和判斷未來軌跡的

承與實踐 ，歷史的意義不在於強調獨領風騷的代表

依據。而歷史文本（書面或口述）僅是基本事實的

人物 ，而是在於體制中改變的背景與後續對整個專

描述 ，屬於初級資料的分析 ，若引用他人所見解的

業所造成的影響。Hallett 與 Fealy（2009）以護理在醫

歷史觀與詮釋 ，則會需要做進一步 、客觀的綜合整

療專業中 ，扮演權力打斷者（power broker）的角色來
形容整個護理專業的演進 ，因為護理專業總是為了
要能達成有效的病患照護 ，不斷透過專業自律以及
實務界的體制 ，運用創意的策略來達到有效病人照

理 ，方得以提供較完整與具說服力的證據（Brown,
2009）。因此 ，當進入解釋歷史的層次 ，詮釋者個人
對歷史事實的了解與因果關係的推論會影響資料的
呈現 ，而解讀歷史時 ，讀者也要注意初級及次級資
料的佐證性與完整性 ，須盡可能的貼近資料本身 ，

護改革的目的 ，藉此向社會發聲 ，此種不畏強權 ，

考量當時時空背景；否則 ，不足的史料難以呈現內

注重文化影響 ，對抗存在於社會階級及性別意識或

容的廣度與深度（Hallett & Fealy, 2009）。若單純以

其他層面的不公平作為（劉 ，2006），且古今中外皆

蔡 、吳 、陳與戴（2006）等人的「台灣島史」觀念與

然。

定位來重新研究與詮釋台灣護理的發展史 ，這對於
台灣護理專業的發展 ，從清末開始至現代 ，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後 ，族群融合時所發生的歷史

護理專業經歷了來自教會式的醫療無私奉獻 、日治

大事紀似乎缺乏全面性觀點；而以劉（2006）以社會

時代醫療背景 ，以及國民政府自大陸遷台後所帶進
來且同時融合較為正式的英美高等護理教育（周 ，
2007；劉 ，2006），歷代握有權力的領導者擁有改變
的關鍵位置 ，或短或長均對護理有著深遠的影響；
然而 ，在歷史洪流中 ，大家都有發言權。本文試圖

學的研究方法 ，將事件回歸到「共時性」的社會脈
絡 ，及「貫時性」的歷史變遷中 ，藉此觀察與理解歷
史 ，則會出現有如王（無日期）所提兼具地區性與時
代背景的報告 ，可幫助我們觀察與現代史相連的台
灣護理專業發展史。另一方面 ，從護理技職專業與
訓練來看 ，當時的社會及公共衛生背景對護理的發

依循「當代護理界的歷史眼光」以及「核心典範的分

展影響密切 ，台灣在日治時期並無正式的學校 ，多

析」來看當代護理人可以擴展的專業方向。

為附設在醫院的訓練課程 ，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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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經歷戰亂 ，台灣的醫療衛生仍十分貧瘠 ，性病防

一、 誠正勤樸、關愛部屬

治 、婦幼衛生等都是當時重要的衛生保健議題（教育

早期物力維艱 ，有許多先進包括在教會服事的

部 ，2003）。因此早期的「教會醫學」被稱為台灣西

護理前輩 ，受到基督精神的感召 ，以「愛人如己」的

醫史上的肇端 ，同時也影響護理專業的發展（王 ，無

精神在護理專業上終身奉獻 ，如朱寶鈿校長 、周美

日期；劉 ，2006；蔡等 ，2006）。不論是主事的政府

玉將軍 、陳翠玉主任 、鍾信心主任等 ，他們的精神

或民間力量 、社會價值觀中性別刻板印象與醫療體

猶如南丁格爾的精神：以護理專業為一生職志 ，並

系中的位階爭取（劉 ，2006），在這些相互競爭又相

且無私的分享自己所有的錢財 ，以基金會或實際協

互協調的背景中 ，護理專業同時在積極形塑 ，這是

助當時需要幫助的學生與部屬 ，而這些受影響的學

專業得以向前的力量 ，此種專業自律行為需要護理

生或屬下 ，後續亦成為護理精兵且影響更多人（尹 ，

界共同期許方得以傳承。

2010）。

核心典範的分析
南丁格爾重塑了護理形象 ，她抱持著上帝的呼
召來提供護理服務 ，並影響了近代護理的改革。台
灣走過近百年 ，護理專業時時面對著改革的契機 ，
先驅們總是抱持著同樣的精神勇往向前。例如 ，國
民政府遷台後 ，初期面臨政治上的轉變 ，日治時代
「看護婦」人士因語言與文字上的差異而退出 ，以
致台灣護理人力頓時出現嚴重的斷層現象。同一時
期 ，從日本學成回台的台籍陳翠玉及鐘信心 ，以及
從中國來台曾接受英美護理教育的周美玉（1948 年
獲哥倫比亞大學護理教育碩士學位）、夏德貞（密西
根大學學士學位）、徐藹諸（獲哥倫比亞大學護理教
育碩士學位）、朱寶鈿（1948 年獲哈佛大學公共衛生
碩士學位）以及余道真（1947 年獲哥倫比亞大學護理

二、以身作則、克盡職責
陳翠玉女士在夜半巡視醫院的身影 ，亦令所
有人動容而不再敢懈怠 ，更專心照顧病人；目前已
屆高齡的鍾信心女士仍積極地照顧自己與身邊的人
（林 ，2004），依舊持續著護理教育助人的角色；夏
德真校長在任內積勞成疾而過世；周美玉將軍以「我
是生來服務人 ，不是讓人服侍」自勉。中華護士會歷
經國際政治的紛擾 ，1949 年更因戰爭未參加 ICN 國
際護理協會而被暫停會籍。直到 1961 年 ，周美玉女
士與當時的理事長余道真兩位女士再把參與權爭取
回來 ，因此奠定台灣護理在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根基
（張 ，2006）。前輩們皆在自己的角色上 ，認真做自
己。

教育碩士學位）等護理專業人士進入台灣的護理教育
（余 ，2008），除了因故離台的陳翠玉女士外 ，其他



三、建立標準、跨域合作

人皆曾任中華護士會（後稱中華民國護理學會 ，為

先進們從事多項相關改革 ，如設置護理部與

現在台灣護理學會的前身）的理事長 ，籌劃對國內

辦公室 ，護理人員得以轉由護理部管理 ，也因此增

護理專業影響甚鉅的實務與教育的重要方針。這段

加護理專業的自主權；並改進護理工作的內容 ，不

披荊斬棘的過程 ，她們為台灣護理體制樹立階段性

再「包辦所有的瑣碎事物」，設立供應中心準備敷料

的典範 ，茲將先驅者的風範整合於下 ，冀望作為後

與消毒器械 ，設立書記分擔行政工作 ，建立護理人

輩依循的方向：

員輪班 、休息及工作時間制度等 ，積極將所學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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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理 歷 史 與 典 範
護理理念與理想導入正規的專業領域。此外 ，為了

總

結

均衡各項資源 ，彼此以開闊的胸襟互相借調人力 ，

護理專業能有今天的地位 ，是無數護理先進努

共同協助其他學校或醫院護理部的建立 ，以因應

力的結果。這些護理專業的領導者貫徹了基督精神

國家整體對護理照護的長遠需求（張 ，2006；劉 ，

的「真誠領導」，實踐「目標」、「價值」、「真心」
、「關

2006）。實踐了儒家思想「聞道有先後 、術業有專攻」

係」、「自律」的五個特質 ，不是以權力 、金錢 、聲

中專業的彼此合作與尊重。

望的方式 ，而是以人內在的真心 、熱情和體恤特質
來引導並賦能人們 ，有智慧地引導與服務他人（李 ，

四、不畏權勢、打破刻板
南丁格爾是貴族 ，但她對護理的貢獻不在於傳
統所謂的「犧牲奉獻」，而是以她卓越的組織力及斡
旋能力 ，在當時時代與環境的限制下 ，為「維多利
亞淑女」開闢一條新出路。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 ，
早期中產階級女性要走下「繡樓」，進入職場的選擇
是護理工作。陳翠玉及鍾信心女士皆是台灣的淑女
（劉 ，2006），她們拋開原本既有的舒適圈 ，挑戰藩
籬 、朝往對的方向前進。在軍護領域 ，當女性遭受
不平等對待時 ，周美玉女士敢挺身而出 ，極力爭取

2007）。從歷史角度來看 ，即使護理前輩們所身處的
不同機構或許因為背景差異而在時代洪流中有所消
長 ，護理專業仍可在彼此的扶持中得以與時並進 ，
共同擔任「權力打斷者」角色 ，為護理專業努力 ，達
到羅馬書八 :28 所說的「萬事都互相效力」的果效。
當以專業 、群體 、利他的精神出發時 ，個人也
會因此獲得成就 ，無數護理人員榮獲醫療貢獻獎 ，
從第二屆得獎者艾修女開始 ，有許多得獎的護理人
員皆在醫療領域中無私地奉獻一生。獲獎固然是很大
的殊榮 ，但有更多的護理人員在工作崗位上認真 、
盡責的做好每一件事 ，展現基督信仰中「為最小的

與男性軍官一樣的將軍待遇（劉 ，2006），這亦是突

弟兄所做就是為主所作（馬太 25:40）」的。護理專業

破限制的一種體現。

的現況是因為無數前輩的貢獻而得以成就 ，在向前
奔騰的時間洪流中 ，應該還有許多未被記錄或被遺

五、建立風範、提攜後進

忘的寶貴資料 ，本文僅能就所查到的資料加以統整

護理先進對護理專業化有既定的目標和方法 ，

和理解 ，所謂「哲人日已遠 ，典範在夙昔」，只要效

一方面 ，她們試圖提高教育層級以便提昇護理人員

法前輩們所行出如基督無私的身影 ，力行我們的天

地位；另一方面 ，她們試圖以護理學會來對培養護

職 ，活出主為我們原有設計的美好。

理人員的學校進行評鑑考核 ，確保護理品質（劉 ，
2006）。這群勇敢的護理先輩們接受良好的教育與淑
女風範 ，熱愛所在的土地與國家；即使擁有傲人的
學經歷 ，仍然以國家 、社稷為重 ，有人拒絕高薪與
高生活水平的誘惑 ，堅持為尚待開墾的護理專業奉
獻；有人因故遠離家鄉 ，但仍繼續為護理奉獻 ，擴
展國際友人的視野。重要的是 ，他們都不藏私 、不
為己 ，在自身專業領域中勤耕並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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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這一夜
■ 文

黃慧玲

RN, 石牌浸信會師母

那一夜
多少的痛苦 、多少的汗水 ，一個新生命誕生 ，
孩子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最愛！
那一夜
孩子對我說：「我已經長大了 ，自己的事會自己管理」，
然後調頭走了 ，我體會那種愛被拒絕的心痛。
那一夜
孩子—我必須鬆手 ，讓你學習成長 ，
我體會到要看你跌倒 ，痛而不插手的不易。
那一夜
得癌症的母親向我說聲再見就睡了 ，她的平靜安穩 ，我體會到：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雖然經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這一夜
求主指教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得著智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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