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護理工作的旅程上

感謝有您的關愛與照顧



我們的成長需要你們
的關懷與輔佐



對您的感激無法用言語
表達，卻記在心中！



辛勤的汗水

是您無私的奉獻



桃李滿天下

是您最高的榮耀！



具教學熱忱及主動學習
精神。

擔任臨床教師，指
導新進人員不遺餘力。

優良事蹟



具教學熱忱及精神。

能與新進人員做經驗分享，
並適時給予糾正及鼓勵。

提升新進人員留任率。

優良事蹟



對於新進人員能夠以平常
心，不會公私不分。

能與學員分享學習經驗讓
學員可以安心學習。

優良事蹟



對於新進人員能夠以平常
心，不會公私不分。

能與學員分享學習經驗讓
學員可以安心學習。

優良事蹟



對於新進人員能夠以平常
心，不會公私不分。

能與學員分享學習經驗讓
學員可以安心學習。

優良事蹟



擔任臨床教師期間對新進
人員的輔導盡心盡力，在帶
領新人過程教學態度認真，
並能隨時關心及協助新人適
應單位工作及環境。
臨床重症專業照護能力強，
能主動積極提攜後進完成單
位各項事務，是新人學習的
好榜樣。



擔任單位臨床教師時，積
極主動凡事以身作則，且能
事實表達意見觀念正確合宜，
是新人學習的好榜樣。
臨床重症專業照護能力強，
考邏輯清晰能主動積極提攜
後進完成單位各項事務，並
能隨時關心及協助新人適應
單位工作及環境。



擁有熱誠及耐心輔導臨床
學弟妹，母雞帶小鴨方式讓
新進人員融入團隊。

努力學習教學新知讓教學
技巧用於臨床。



熱心助人常獲單位病人及家屬
的稱讚。
號稱是單位做厲害的水電工什
麼都會修理!超級棒棒!
雖然他很愛碎念可是在學妹們

的眼中的學長卻是個暖男。

優點超多~說也說不完~



*主動關懷新進同仁

*勉勵新進同仁：「人
生最美的風景，都在
努力不懈過後才會看
得見」



富教學精神，用心指導學
妹，將自己豐富的臨床經
驗做良好的傳承！

工作能力優秀，獲得醫療
團隊及病人家屬肯定，為
單位人員學習之楷模。



於臨床照護病人視病如親，
深獲病人與家屬的信任及肯定。
平時工作表現積極、負責，
具有領導及影響力，與同仁相
處融洽。
輔導新進人員時能主動關懷、
傾聽新進人員心聲，可針對新
進人員學習狀況調整教學方式
及步伐，成為新進人員的良好
學習模範。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做事細心、
能以身作則示範。

用心且有耐心指導學弟妹，
也會認真傾聽及提供幫助。

教學仔細，具有熱枕。



具教學熱忱，關懷新進並使新

進人員留任。

安排單位腦中風跨領域團隊合

作會議並引領學員互動性討論。

積極參與院內CFD課程，運用

於單位教學。

主動發現問題並積極尋求資源。



工作態度積極，擔任品管組
組副組長，對於品管業務，
掌握進度認真執行，成效良
好，積極參與院內、外研討
會活動，勇於學習新知，擔
任本院PGY臨床教師，深獲
實習護生及新進人員的信任
與肯定。



優良事蹟

臨床照護能運用同理心對
待病人，獲得病人及家屬
肯定與信任。
待人親切時常保持笑容，
展現護理工作熱忱。



具成熟的人格特質、足夠專業
能力、有效的教學策略並有和
諧人際關係。
克盡職責、熱愛工作，並反思
修正、邁向卓越。
【真實、堅定、謙遜、樸素】
認真熱心動手教學，美好榜樣。
關懷學生學習狀況，更是關懷
學生的未來生涯規劃及情緒表
達。
當選107年度手術室優良臨床
教師。



◎經常於下班後，額外留下。
親自示範器械擺放、上刀流
程注意事項及各種手術流程
所需之儀器之使用方式。並
讓被指導學妹，回覆示教到
其可以正確上刀及使用儀器
為止。
◎對學妹十分關心，並經常
主動幫忙



提供病人個別性的全面性護理，
多次獲得病人感謝並嘉許。
工作態度正向與積極參與提升
護理品質活動。
能傾聽、隨時關心學員學習過
程的壓力及困難，讓學員內心
感受能獲得紓解及解答。
能帶人帶心輔導新進人員，並
作為新進人員的支持後盾。
擔任學術組長主動完成單位學
術學習目標與任務。
努力充實自我專業能力與學習
傷口照護課程訓練。



有熱誠、同理心、遇到
事情能正向面對。
認真學習、具教學熱誠，
用心輔導新進人員。
視病猶親 、熱心服務，
學習的榜樣。



具教學熱忱，樂於指導實
習護生及新進人員。
隨時評估新進人員狀況，
主動發現問題，適時提供協
助。
針對病人及家屬需求，主
動提供相關衛教及協助。



臨床教學具熱忱，能主
動關心同事，與同仁相
處融洽。

主動關懷病人及家屬，
彼此互動良好，獲得病
人與家屬的肯定。



擔任輔導員帶領新進人員，
隨時依其狀況調整教學進度，
能主動關心新進人員，並適
時提供協助。
熱心於教學工作，於單位
內擔任教學組組長，依照單
位護理人員需求安排專科在
職教育課程，並協助同仁於
專業進階之相關事宜。



耐心指導學妹，以鼓勵取
代責備。
主動與新進人員分享自身
經驗，給予傾聽。
適時關心新進人員,提供支
持。
主動了解新進人員學習進
度及問題，並提供解決方法。



於單位擔任106年品質管理
組組長及107年安全衛生組
組長
，盡心於教學工作及指導個
案報告投稿，能主動協助解
決單位同仁臨床上之困擾，
並耐心給予解釋說明，給予
同仁正向回饋及鼓勵，增加
同仁配合度及知能。



於單位擔任106年及107年
護理技術稽核組組長，盡
心於教學工作，能主動協
助單位同仁學習及適應上
的困擾，發掘新進人員學
習瓶頸，並能主動給予輔
導關懷。



擔任臨床教師期間指導多
位新進人員及學妹，經驗
豐富，教學仔細、認真，
協助大家慢慢步入軌道，
在學妹眼中是位既嚴厲又
親切助人的學姊。



工作認真負責

待人親切和善

擔任臨床教師

教學不遺餘力

優良事蹟



早產兒照護資深護理師
品質管理組組長
能主動發掘同仁學習問題，
並適時給予支持及輔導

優良事蹟



擔任早產兒家訪護理師
能主動關懷同仁並提供
協助
深獲同仁及家屬的信賴

優良事蹟



於單位負責教育訓練，具
教學熱忱
能主動協助團隊，與同仁
互動良好

優良事蹟



認真指導新進人員及實
習 護生，積極使其融入
單位。
具有教學熱忱，提升新
進人員服務熱忱，增加其
留任率。



積極參與病房教育工作，
負責指導新進人員及護
生實習，不遺餘力，有
教無類，具教學熱忱。
指導新進人員留任率達
100% 。

優良事蹟



參加臨床教師訓練課程，
帶領新進人員通過試用期。
認真帶領新進人員，給予
耐心教導且負責。
工作認真負責，交付事項
能盡力完成。
通過護理學會個案報告及
專案報告。



具備專業能力，富有
教學熱忱，能透過自
身經驗，以愛心、耐
心、同理心協助輔導
新進護理人員留任。

優良事蹟



仔細負責能力強，專業知
識足，不吝指導後進及護生。
自我要求高，負責單位教
學相關事宜，盡心不懈怠。
有耐心，不厭其煩反覆示
範直至新進人員學會為止。
4.與單位成員相處融洽，樂
於助人，是親切的大姊姊。



教學態度熱忱，能以身作則，
經驗分享，對學員因材施教，
幫助學妹學習。

能隨時關心學員學習過程的
壓力及傾聽其困難具同理心。



對學員視如己出，讓其有歸屬
感。
負責有擔當，常分享經驗。
對照護很細心且會考量病人感
受， 深受學弟妹效法。
能親力親為且常和學員討論案
例，刺激思考以增進照護能力。
隨時關心學員，包含私人生活，
令人感到貼心。



虛心學習新業務，協調醫
護間的溝通
主動關懷單位同事，提供
支持與鼓勵

擁有豐富臨床經驗，運用
同理心及耐心積極輔導新
進人員



手術室年資28年，教導新
進人員盡心盡力，認真負責，
具教學熱忱
帶領單位實習生亦認真教
學，頗受實習生好評

優良事蹟



能依學員的學習進度進行
教學並給予回饋。

溝通並了解新進人員學習
及適應情況，並提供相關建
議與資訊。

優良事蹟



在護理工作上能盡力解決
病人的需求，
能適時給予新進同仁協助
及情緒安撫，工作認真負責，
交付事項能盡力完成，與同
事間相處愉快。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服務熱忱。

教學具細心及耐心。

待人親切。



工作態度認真。

主動學習和耐心教學。

優良事蹟



優良事蹟
指導新進人員學習並適應
臨床工作
擔任單位品管組組員，能
及時完成交辦事務
主動學習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
與同事相處融洽



輔導新進人員

認真、耐心、愛心

主動關懷新進人員

盡力解決其需求

優良事蹟



99年11月1日到職，平日
工作態度認真，對病人親切，
能依個別需求給予照護與衛
教指導，能完成交辦事宜，
不斷進修學習，已完成臨床
教師認證。
擔任臨床教師時，對新進
人員教學認真，能主動關懷
新學員學習及適應狀況，給
予鼓勵。



在教學上常貢獻自己的
時間，陪伴著後進逐步
完成份內工作，且會主
動關心學妹的日常生活
狀況，適時給予輔導及
協助。

優良事蹟



護理熱忱一顆心，待病人視
病如親，面對各項事情處變
不驚，指導新進人員用心，
協助熟悉臨床工作盡心，過
程日付一辛，想要病人安心，
是護理界不可少的一級棒護
理師。



平時工作認真負責。
盡力提攜新進人員，協助
熟悉臨床工作。
對待病人視病如親。

優良事蹟



教學認真、具教學熱忱。
主動關心新進人員適應狀況，
隨時主動評估人員學習狀態，
適時調整進度。
主動發現照護問題，並提出
改善討論。
可接受並如期完成臨時交辦
任務，為單位同仁表率。



‧ 臨床工作表現優異，具有教
學精神，並能因材施教。

‧富教學熱忱，能主動學習新
知，與新進人 員分享。

‧臨床照護能以身作則，為新
進人 員之學習榜樣。



臨床工作年資13年，擔任臨
床教師，具備豐富臨床專業
知識與經驗，能耐心指導學
妹，傳承護理專業學識，是
學妹學習標竿的對象。



性格溫和深具服務精神，兼
具耐心及細心，以身作則指
導新進人員，用心於臨床教
學，了解學員的困境，協助
壓力調適及支持。



輔導新進人員認真負責，
積極了解學習困境，經驗分
享與實例舉證，協助臨床照
護指導及個案問題處理。
主動關心日常生活及臨床
學習狀況，協助學員壓力調
適、提供情緒支持、適時給
予鼓勵與肯定。



充滿教學熱誠、教學
投入，態度認真負責，
擔任新進人員之臨床
教師，輔導期間能主
動關懷、因材施教，
樹立良好典範。



做事認真負責，積極有效率，
與學妹相處愉快，常關心學
妹需求，也會督促學妹認真
學習，對待學妹富有耐心、
愛心，仔細指導不馬虎，是
學妹的好模範也是單位的好
姊姊。



積極提升病房照護品質-參
加台灣 護理學會護理專案發
表，傳承品管圈活動。
協助參與教學-培訓精神科
新進人員及護生，並深獲學
弟妹肯定教學能力與讚賞。
主動協助指導同仁個案報
告撰寫並通過個案報告。



*個性活潑、外向，處事認真
負責，擔任單位教學負責人，
指導護理人員用心，深獲醫
療團隊讚賞。
*心思細膩，輔導新進人員能
察覺人員學習困境，給予關
懷並調整學習步調，令新進
學員感到窩心、由衷感謝!!



*個性溫柔。
*和藹可親，笑容可掬，態度親切，
跟學員相處，不會讓學員感到有
壓力。
*教學仔細、用心、有且認真。
*會因材施教，且有計畫及規劃地
在做教學。
*要親身經驗，讓學員了解，鼓勵
學員說出自己的困難，協助解決。



*個性溫柔。
*會刺激人員思考，教學有幽默感、
有趣味多。
*和藹可親，笑容可掬，態度親切，
跟學員相處，不會讓學員感到有壓力。
*教學認真，會因材施教，認同學員
個別的差異。
*除了隨時關懷學員臨床上的壓力外，
也會額外關心其私人的生活部分，常
令學員感到貼心。



*認真負責，於中醫領域之
人員訓練積極不遺餘力。

*主動關懷新進人員，具耐
心及教學熱忱，盡力解決其
需求，是稱職臨床教師。



*帶領門診新進人員認真、負
責，隨時給予支持及鼓勵，
協助適應及臨床照護知能。

*能與同仁做教學經驗分享，
主動關懷同仁，是其他臨床
教師的好榜樣。



 優良事蹟 

教導新進學妹及同仁極富 熱
忱、用心，對於病人及家屬
臨床照護能適時提供所需的
幫助及資源，深獲單位同仁
及家屬讚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