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 周傳姜 長榮大學護理學系所副教授兼主任
Chuan-Chiang Chou, RN, DNSc, Associate Professor & Director, Department of Nursing,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沒有歷史的思考是危險的，沒有思考的歷史是愚昧的」

念 ，筆者積極探索護理相關史料 ，並嘗試以歷史的

清華大學歷史系 吳光明教授

角度觀察及思考當代現象並尋求未來之方向。本文是

是什麼樣的護理教學理念 、課程設計 、實習安排 、

是初步的心得分享 ，盼能達拋磚引玉之效。

教師特質 、教學方式與課外活動能培養出本土的“醫

現代護理東傳的背景及
發展初期狀況

療奉獻獎”得主？

前

言

隨 著 2005 年 國 際 護 理 協 會（International Coun-

cil of Nurses, ICN）第 23 屆 國 際 護 士 大 會 在 台 灣 的



現代護理是在十九世紀末葉引進本土 ，在清廷
門戶大開後 ，因應西醫的發展 ，許多教會人士極力
促進中國的護理專業 ，特別是英 、美兩國。他們認
為本土的教會醫院要與其祖國的西醫發展同步 ，護

召開 ，台灣護理的臨床 、教育及研究水準和過往已

理也應如醫師一樣有一定的知識技術。於是便有一

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在光鮮亮麗成就的背後 ，不可

些以英 、美為主 、受過海外訓練的女宣教士渡海而

諱言的 ，科技應用與成就考量深深影響了今日的護

來 ，在教會醫院裡從事護理工作 ，這是本地現代護

理人員理念 、態度和護病關係。護理是人與人互動

理的發軔（何 ，2006）。十九世紀美國女性積極投身

最頻繁與複雜的科學之一 ，病人懷著期待 ，在處於

於道德改革 、慈善事業 、禁酒運動及女權運動等各

焦慮不安的狀態下來到護士面前。無論時代如何變

項社會改革。參與中國傳教的美國婦女深信她們能

遷 ，病人需要被了解與得到貼心照顧的需求都是一

比留在國內參加各種婦女運動發揮更大的力量。她

樣的。而在當下 ，台灣護理的內涵是什麼？有沒有

們不僅以改善中國人的道德 、淨化中國人的社會者

滿足民眾的期待？台灣護理從那裏來？又將往那裏

自許 ，更藉傳教工作以肯定自己 、堅定信仰（林 ，

去？這些疑問縈繞在我心中多年。

2000）。

清華大學歷史系吳光明教授說：「沒有歷史的

台灣方面 ，英籍基督教徒馬雅各醫師在 1865

思考是危險的 ，沒有思考的歷史是愚昧的」（吳 ，

年來台南傳教 、行醫 ，這是台灣西醫的開始（鄭 ，

84）。在複雜而多元的現代工作環境中 ，我們常被要

2005）。在廿世紀初已有教會醫院如新樓 、彰基 、

求化繁為簡 ，掌握時效。部份的人僅以短暫 、片段

馬偕 ，這些醫院均有訓練護士之記載 ，如新樓醫院

而局部的資料做決策 ，缺乏歷史的思考 ，導致重蹈

英籍宣教士馬雅各醫師二世及戴仁壽醫師的妻子均

覆轍 ，甚至產生不必要的衝突與犧牲。長此以往 ，

為有資格之護士 ，她們一方面協照顧病人 ，另方面

護理的形象 ，很難是優秀而卓越的。基於這樣的理

也訓練及管理護士 ，1918 年戴仁壽醫師還用羅馬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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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以台語完成第一本台灣護理教科書「內外科看護
學」。加拿大籍宣教士烈以利護士 1913 年在馬偕醫院
開辦護士訓練班 ，當 1923 年馬偕因故暫停而前往彰

受到共產主義無神論及反帝國主義之影響 ，絕大多
數西方宣教士皆被迫離開。其中部份來到台灣 ，繼
續建立教會醫院護士學校 ，如門諾 、埔基及三育護

化服務 ，在彰基停留期間還繼續訓練護士（台灣基督

校 ，加上本土之馬偕醫院與彰化基督教醫院護士學

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 ，1995）。

校 ，1950-1970 年代 ，在台灣共計有五所教會所辦護

一百多年前 ，這些西方宣教士們 ，遠渡重洋 、

理學校。這五所學校 ，除了馬偕以外 ，其他學校因

冒著生命危險 、忍受各種不便 ，以上帝的愛 、從拯

為種種原因 ，自開辦至結束都沒有立案。對〝正統〞

救靈魂為出發點 ，為本地病患全力付出。在科技不

教育出來的人而言 ，未立案的護理學校可能代表〝有

發達 、物質缺乏的年代 ，她們還充分發揮創意 ，

問題〞，而從未加以重視 ，甚至在學校護理史教育上

達成了種種不可能的任務。這些具護理背景的宣教

是空白的。但事實上 ，在這些未立案學校的老師們

士們 ，以高度服務精神與熱情改變了當時人們對洋

當中 ，有的專業素養還勝過當時的正規教育體系師

人的偏見 ，也在教會內起了作用 ，早期的護士基本

資 ，無論師生後來都有人獲得醫療奉獻獎。今日 ，

上就是來自教會。然而 ，在一開始 ，外國人並不看

大家疾呼振興護理人文之際 ，循著失落的歷史與精

好護理這個行業能在中國社會發展起來 ，因為當時

神源頭 ，是否能得到亮光？

外國人認為中國人缺乏團隊精神 、不求精確之態度

在台灣之西式醫療與護理發展上 ，基督教長老

及不習慣在夜間工作的特質是無法做好護理工作的

教會扮演著開拓者與推展的角色 ，長榮大學屬台灣

（何 ，2006）。另一方面 ，在當時本地社會 ，一般人

基督教長老教會所屬機構之一 ，護理學系（所）在

也不看重這個行業。早期的護理是在很艱困環境下

這樣的歷史淵源下 ，責無旁貸地投入蒐集並補足台

發展的 ，在病人眼中的護士是不合格的醫生 ，也病

灣護理史教會醫院部分。很幸運的是 ，彰化基督教

房中之苦力 ，護士愈盡責反而愈受輕視。人們選唸

醫院和長榮大學近年來結盟 ，該院向來重視歷史 ，

護理要受到家庭社會之極大的壓力 ，要有千百倍勇

還設有譽滿全台的院史館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 ，

氣。正式從事護理工作後 ，要維護職業自尊也要克

筆者與具有護理背景的院史館陳美玲館長提及此構

服相當大困難。不過 ，在困難中也有溫暖的支持 ，

想 ，兩人想法不謀而合 ，興奮不已 ，從此開始了合

像革命先烈秋瑾就認為人都應有救死扶傷之博愛精

作之路。首先 ，邀請彰化基督教醫院護理部張淑真

神 ，而護理就是此精神的體現。她在 1907 年為中國

主任 ，她也欣然同意 ，並以彰基一百一十年院慶活

女報第一 、二期翻譯『看護學教程』一文之序言（引

動為目標 ，辦理台灣護理史研討會 ~ 教會醫院篇 ，

自何 ，2006）中寫到：

第一步先做醫院附設護理學校之歷史部分。

看護為社會之要素 ，婦人之天職 ，

為求周全起見 ，我們針對全台基督教及天主教

平時則能保社會之安寧 ，

醫院發函 ，請求提供曾經設立護理學校之史料或文

戰時則增進國家之利益。

物。發函一周內 ，門諾及埔基即寄贈精美的護理學

雖謂益國便民之事業 ，亦非過語 ，何賤業之 有？

校校史 ，陸續有一些機構回電或來函對我們的動機
表示肯定 ，部分機構雖未曾設立護校但曾設短期訓

探索教會護理學校在
台灣的崛起與沒落

練班 ，亦主動提供優秀結業學員名單供我們採訪 ，
這樣的回應給我們很大鼓勵。

為了解決護理人力不足的問題 ，教會醫院曾在

手捧著寶貴的資料 ，心境隨著馬素珊校長為門

大陸各地開辦護士學校 ，在 1949 年共產黨執政後 ，

諾護校的立案奮鬥過程時而雀躍時而低落 ，還有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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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彰基一個個動人的故事 ，都讓我愛不釋手。值

生 、各科實習 、靈性護理—宗教教育 、國語文 、基

得進一步探索的是：是什麼樣的教學理念 、課程設

礎日語 、繪畫 、英語文 、數學 、醫藥數學 、心理

計 、實習安排 、教師特質 、教學方式與課外活動能

學 、音樂。其中靈性護理包含：聖經課程 、每日靈

培養出本土的＂醫療奉獻獎＂得主？ 除了文獻外 ，也

修 、每日禮拜 、教會活動 、固定聚會。門諾護校的

計畫訪問該校師生談談當時狀況。然而 ，因停辦時

靈性護理另加上病患靈性評估表之應用 ，在畢業典

間已久 ，各項資料及能找到的人十分有限 ，目前仍

禮時還頒發最佳靈性護理獎。為了訓練學生勤儉負

在努力中。以下僅根據現有資料略做介紹（財團法人

責之態度 ，埔基在每週末下午由校長親自帶領學生

埔里基督教醫院 ，2005； 馬和韋 ，2002；彰化基督

輪流整理環境。其他的活動還有簡單 、隆重而神聖

教醫院 ，2002）。

的加冠與畢業典禮 ，護士節 、聖誕節組詩歌隊到病
房 、街頭獻詩 ，晚會表演 ，郊遊打雪仗 ，師生有著

簡介門諾、彰基及埔基護校
門 諾 護 校（1955~1973 年 ）是 由 門 諾 會 加 拿 大

然而 ，因為文化和語言的隔閡 ，這些護理學校

潘貝絲女士及美國馬素珊女士所創立 ，彰基護校

也在教學上遭遇一些困擾。在門諾護校 ，因為語言

（1955~1971 年）由美國魏海倫女士創立 ，埔基護校

不通 、教材不合 ，還有學生生活經驗不同 ，造成護

（1958~1973 年）則是由挪威協力會孫理蓮女士 、謝

理技術學習困難。在學生說日語 ，老師說英語 ，雙

緯醫師及羅文福牧師所創立。在招生對象方面：門諾

方對國語都不熟的情況下 ，教師最後依學生程度編

與埔基以各族群初中畢業之原住民少女為主 ，彰基

解剖生理講義 ，再請人翻譯 ，課前發給學生 ，課堂

並未特別強調招收原住民。而在修業年限上之要求 ，

上先在黑板上寫中文大標題 ，再配圖片詳解 ，來解

門諾 、彰基護校均為三年 ，埔基護校則為四年。主

決教學上的困難。還有外國老師要求學生學習西式用

要師資專業背景方面：門諾馬素珊校長為美國舊金

餐禮儀 ，但後來因與學生生活習慣相差太遠 ，執行

山加州大學護理碩士 、彰基魏海倫校長為美國維琴

上困難重重而放棄。學校也不斷反省檢討修正課程之

尼亞大學護理碩士 、埔基林保華校長為英國籍 ，據

實用性 ，例如門諾護校因為感受到 15 歲左右之入學

說其配戴的黑皮帶是南丁格爾學校畢業生所特有的

生 ，課業雖好 ，但以“病人為中心的護理＂理念在臨
床應用上卻有困難 ，因此在 1966 年自三年改為四年

（尚待查證）。

教學理念及課程設計



良好的互動。

制 ，並強調“基督徒服事＂與“專業護理＂兩部分。

埔基護校的教學理念是著重身 、心 、社會及靈

這些教會附設護校雖然十分盡心辦學 ，卻因為

性之全人照顧 ，期待畢業生具備照顧 、溝通 、自我

某些因素最後還是停辦了。例如 ，堅守不能殺人之

專業成長 、管理教學 、研究之能力。為了陶冶學生

教義 ，擬以救護課代替部定軍訓課而未獲核准；設

之人文素養 ，激發潛能及孕育對社區關懷之胸襟 ，

備未達立案標準；小班制不敷成本；未立案學校學

在校定科目中還開設相關課程 ，以培養學生適應社

生畢業無法參加證照考試等等。1993 年護理人員法

會變遷之能力 ，課程包括：護理學概論 、護理行

通過 ，這幾所教會護校雖已停辦 ，其畢業生卻受到

政 、臨床護理技術 、護理倫理 、生理解剖學 、內科

嚴重之後續影響 ，他們在臨床已工作多年 ，表現傑

醫學 、外科醫學 、內外科護理 、小兒科護理學 、婦

出 ，甚至有人已擔任高階護理主管 ，卻因學歷未合

產科護理 、傳染病學 、精神科醫學 、復健矯正學 、

護理法之規定 ，紛紛被調離心愛的護理工作 ，令

眼科學 、流行病學 、護理歷史 、細菌學 、寄生蟲

人不勝欷噓。想當年筆者也曾熱心參與護法 ，因完

學 、藥物學 、急救學 、營養學 、麻醉學 、繃帶學 、

全不知道這些學校的存在 ，只想到提供密護進修之

手術後病人護理 、專業研討 、開刀防技術 、公共衛

道 ，卻沒想到這一群護理人員的權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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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歷史雖然已經過去 ，但是這些曾經為台

由於先進科技及管理科學引進醫療院所後 ，

灣護理教育辛勤付出的外國宣教士說過的話 ，直到

我們與病患的人際互動之質與量卻反不如從前 ，護

今天仍值得三思：

理教考用之間的距離仍在 ，專業價值與形象提昇緩

門諾護校馬素珊校長曾說：「醫護人員最重要的

慢 ，我們到底該如何改變 ，才不至於有效征服了疾

精神是謙卑服事 ，唯有謙卑服務 ，醫療人員才能使

病卻傷害到人心 ，是目前極為迫切之議題（周 、吳

生命發出真光 ，見到生命價值。」 「高等教育應該能

和林 ，2007）。身為一位基督徒護理教師 ，從以上

培養優秀專業能力的護士 ，但具有憐憫心及願委身

宣教士的事蹟 ，我會時時提醒自己有沒有盡心盡力

的護理特質 ，是否也可以藉著教育而不斷提昇呢？」
「靈性護理課程使人以神的愛塑造自己 ，讓人在自己
看到神的形象。」（馬和韋 ，2002）
埔基前護理部劉恩美主任表示：「我們面對的和
五十年前一樣的身心靈需要 、關懷和醫治的病人 ，
仍需視病猶親的醫生 、一個尊重溫柔關懷的護士。」
（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2005）一位門諾護校畢
業生曾說：「離實習結束的日子不遠…只見魏護士抱

教學？夠不夠博愛與勇敢？願不願犧牲？另外 ，身
為一個獨立的本土護理專業人員 ，我要認真而深刻
地自我反省：在我的思想和行為中 ，有那些只是依
循宗教或專業的傳統或慣例而行 ，並沒有好好了解
其背景與來源 ，也無法做恰當之本土化及現代化詮
釋 ，導致根基不夠穩固 ，容易跌倒和失望。懇求上
帝賜給我們智慧 、勇氣與毅力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
世代 ，仍有源源不絕的能力付出愛。

起一個滿頭膿瘡 、一臉鼻涕眼淚 ，髒透的小男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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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藥 ，她不嫌棄骯髒的舉動 ，深深的打動我的心 ，
軟化了我原本排斥公衛的意念。我在想 ，是什麼樣
的愛 ，可以讓一個生長在優渥環境的外國人 ，放下
她的優越感 ，來到花蓮服務我們這群被視為“落後”
的原住民…。」（馬和韋 ，2002），這些的確值得讓我
們深思。

一位基督徒護理教師的省思
南丁格爾曾說：「護理人員如果沒有這個天上
來的呼召 、沒有信仰 ，護理會成為一種機械式的工
作 ，每天為固定的事項匆忙 、焦慮 ，逐漸消失那起
初的目的。」西方護理宣教士秉持其信仰 ，一百多
年來前仆後繼 、克服萬難地在世界各地執行護理工
作。然而 ，護理精神的堅持與發揚光大一定需要以
宗教為原動力嗎？台灣護理界今天所面臨的挑戰 ，
是因為失去了信仰 、消失了起初的目的嗎？如果信
仰能讓我們超越自己並能堅守護理崗位 ，那此信仰
必然是隨著西方宣教士進來 、和護理有密切關係的
基督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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