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楊麗齡

RN, PhD,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行正直路的【護士】步步穩妥（箴言 10：9a）
學生不只會記得我們教的無菌技術 ，更會記得
我們的「無菌品格」。

正直的重要
Dr. Highﬁeld 在「我們能教導正直嗎？」一文中
提到 - 不同的護士其護理成效差異極大 ，是因為護理
的成效取決於護士 ，而護士在照顧病人時不只是靠
著他的專業知識及技能 ，其實也帶著他所有的優點
及弱點。所以 ，一個人的品格一定會影響護理成效。
正直（integrity）是指—對清廉 ，誠實…等倫理
法則的一種堅固持守（Merriam-Webster, 2007）。一個

教導的策略
這樣看來 ，正直是應該要教的嗎？顯然是的 ，
但是要如何教？在此 ，Dr. Highﬁeld 提出 3 個策略：
1. 教師要先滋養自己的正直 ，使正直成為我們的生
活習慣。學生是從我們的一言一行中學習的 ，他
可能會忘記我們所說的話 ，卻會繼續模仿我們的
舉止。不只會記得我們教的無菌技術 ，更會記得
我們的「無菌品格」。
2. 引用學校的校訓

使命宣言 ，與學生討論如何落

實到日常生活中 ，如尊重他人 、團結合作 、誠實
不剽竊等。

知識技能兼具的護士在照顧病人時 ，若有正直的心

3. 運用省思手札引發學生去思考自己與同學 、病人

會提升他的照顧品質。但若是缺乏正直的心 ，則可

及督導的關係 ，並能自我糾正。這個札記不是用

能會危害病人。他舉例指出 ，他的學生就曾經寫下

來發洩情緒的 ，而是省思自己是否公平？是否

以下的日誌：

以尊重待人？是否對人有益無損？是否誠實？憐

1. 我的上司叫我說謊 ，我拒絕了。

憫？老師對省思手札通常給很少的建議 ，只會提

2. 今天我發錯藥了 ，病人沒怎樣 ，我該報告嗎？ 若

一些問題 ，引導他們更多的思考。

報告會引出多少麻煩的事？ 想了一下 ，我還是認

這樣看來 ，學習正直是要師生聯手學習才有果

為應該要報告。之後 ，另一個護士幫忙打電話給

效的。多少的時候自己也曾為圖一個便利 ，而作了

醫生 ，我開始要寫報告…

一些「權宜之計」，這樣做公正嗎？誠實嗎？即使這

3. 我要去打胰島素時週遭沒有別的護士可以幫忙核
對 ，我該逕自去打嗎？反正才一個單位 ... 我的良

樣做無大礙 ，但是否也泯滅自己的良心 ，縱容自欺
坐大？

心提醒我 ，我就去找另一個護士核對。
作者說他很佩服這些學生有勇氣作這些抉擇 ，
但是如果他們不是這樣選擇 ，下次可能會允許自己

主要的關鍵—生命
Dr. Highﬁeld 對於正直的教導所提出的三個策

撒更大的謊 ，或施打 3 個單位 、5 個單位的胰島素都

略—以身作則 ，討論校訓

不去找人核對 ，或是發錯藥沒報告 ，結果對病人有

寫省思手札 ，這些策略皆相當簡明清晰。然而 ，如

更大的危害。

何真實落實在教學中 ，真正重要的關鍵就是—老師

使命宣言及要求學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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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導 正 直
本人的生命。因為教學時 ，我們也是與護士一樣 ，

深願護福能成為一個可以討論倫理困境的開放園

是帶著我們的全人在教學 ，包含我們的優點 ，缺點

地。

及品格。教師也會遇到倫理抉擇 ，就像學生學倫理
需要同儕 ，教師更需要同儕 ，何況教師所面臨的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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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教師也需要省思 ，如杜威所說的 ，省思是一
個對某些信念或知識的主動而持續的仔細思考 ，思
量支持（此信念）的緣由及後果（Dewey, 1933, P.9）。
更深的省思可更聽見良心細微的吶喊 ，忠誠同儕的
建言可使事情更圓滿落幕。
最後我想到保羅對提摩太的勸勉：你要逃避少
年的私慾 ，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 、信德 、
仁愛 、和平。（提後 2：22）
真希望學生及老師遇到倫理抉擇時都不孤單 ，

■ 文

林明珍

RN, MSN,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我們教自己所相信的 ，我們也相信自己所教
的；見證人如同雲彩般地圍繞著我們 ，大家一
起為所相信的理念持守著。
拜讀完 Dr. Highﬁeld 與麗齡老師所寫「我們能教
導正直嗎？」的文章 ，在心中反覆思考 ，有如腳前的
燈 、路上的光 ，帶來明確的教導與提醒。
我在學校負責護理倫理的授課 ，雖然教了五
年 ，仍感到這是所教課程中最難 、挑戰最大的一門
課 ，所強調的不是知識與技能的傳授 ，乃在價值觀
的澄清與專業問題的思辨。看到兩位老師文章中的指
引 ，深得共鳴 ，謹作以下兩點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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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情境
在觀念偏差的世代 ，澄清價值觀需要勇氣也
值得喝采 ，我佩服長庚大學醫學系九十五學年甄選
入學以「模擬劇」考品德 ，也欣賞前文中三位護生
在臨床困境中有勇氣作良心抉擇。在教學情境中 ，
我常拿現況實例與學生討論 ，例如小護士全裸網路
徵婚 、詐騙集團結合貸款代辦公司詐騙兩百多名護
士 、執業醫師立委在選舉期間召開記者會公布候選
人病歷 、醫護人員涉嫌以假住院方式向健保局詐領
健保給付…等等 ，一方面聽學生的想法 ，一方面也
表達自己的看法。在其中確實聽到學生有不同的看
法 ，例如覺得全裸招親可增加知名度並不傷人 、

全球洗錢是政治迫害案件…等 ，有不少需要澄清之

開始檢視與提升本身的素養 、並運用策略融入教學

處。另外 ，課程中也以辯論來引導學生思考 ，例

落實傳承。目前我在各門課之初會先介紹此核心素

如：「大學生是否應有婚前性行為？」、「校園內是

養 ，在過程中也常思考如何教導 ，再於課程結束

否應設置保險套販賣機？」常常抽到反對的那一方

時進行評值 ，作為修正教學的參考 ，這樣可幫助師

會表明 ，處於周遭多人同居現況中 ，讓他們很難辯

生都有清楚的目標 ，其中我最喜歡強調的是批判性

贏 ，但在經過更多的討論澄清後 ，發現真理總是越

思考能力與倫理素養。曾在某次矯正班級作弊風氣

辯越明。

時 ，有學生表示：「有人說—大學生不作弊就不叫
大學生」，我對他說：「不是人多的就代表對 ，我認

二、教學策略

為這當然不對 ，我也在乎你個人的想法 ，你認為

我相信學習正直是要師生聯手學習才有果效 ，
可透過前文三項教學策略（以身作則 ，討論校訓

呢？」。

使

命宣言及要求學生書寫省思手札）進行：

3.要求學生書寫省思手札
為了要求素質 ，護理科系的老師派給學生很多

1.以身作則

作業 ，學生也會從網頁參考複製相關內容來應對 ，

教師要先滋養自己的正直 ，這過程中需要典範

在檢視作業的意義與效果時 ，我覺得省思手札是一

也需要同儕 ，我個人把趙可式老師與陳清惠老師當

種了解幫助學生最好的作業。Dr. Highﬁeld 所建議的

作學習對象 ，也感謝自己周遭有多位優秀的同儕可

每日省思包含：⑴我有實踐美德嗎？⑵我幫助他人

以分享。系上一位正直的國文老師說：「我們教自己

多過於傷害他人嗎？⑶我有尊重別人嗎？⑷我是否

所相信的 ，我們也相信自己所教的」，見證人如同雲

公平正義？⑸我的團體是否因為我而變得更好？而

彩般地圍繞著我們 ，大家一起為所相信的理念持守

我是否因為這個團體而變得更好？

著。前文指出學生不只會記得我們教的無菌技術 ，
更會記得我們的「無菌品格」，我們對學生的影響
就像對兒女般 ，這提醒我們必須更努力也更謹言慎
行。

前文提到老師對省思手札不用給很多的建議 ，
只要提問題引導他們多些思考 ，雖然這需花費老師
許多的時間 ，但能增加與學生的個別互動 ，也能讓
學生感受到被關愛。這學期我從中原大學訂購了簡便

2.討論校訓／使命宣言

的學生省思手札 ，期望能更多增進教學的果效。
詩篇 19 章第 8 節說：「耶和華的訓詞正直 ，能快

護理教育的責任 ，在於培訓學生成為「稱職」
民眾與家屬所信賴的護理師。自九十五

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 ，能明亮人的眼目」。

年起 ，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會統整出護理畢業生

正直的根基來自於神的話語 ，在每天忙碌的教學生

應具備的八大核心素養（professional core values），

涯中 ，願能常與主親近 ，保有清潔的心與正直的

包含：關愛 、基礎生物醫學科學 、一般臨床護理技

靈。

並被病人

能 、溝通與合作 、批判性思考能力 、倫理素養 、
克盡職責性與終生學習。此項宣言帶動各校教師們

德不孤必有鄰 ，感謝護福提供這塊園地 ，幫助
我們一起討論 、分享 ，獲得支持與也啟發惕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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