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8

▏

標
準
化
病
人
多
功
能

▏

臺灣首創
標準化病人走進護理課程

在花蓮慈濟醫院，標準化病人已是演技精湛的志工，演什麼病就像什

麼病人。慈濟大學護理系在2009年新學年，將醫學系臨床教學方法的標

準化病人運用在三年級的「身體評估與檢查」課堂上。

「痛痛痛痛痛⋯⋯我這腳疼的要命，快點幫我看看⋯⋯」一位杵著拐

杖的老伯伯，從手提袋中拿出一包包的止痛藥和酸痛膏布，這樣喊著。

只見護理生小心翼翼的攙扶老伯伯到檢查床上，安撫著他，用被單墊著

老伯伯喊痛的患肢，細心的為他做每一項身體評估。如此模擬實境的教

學法，老師也可以很清楚的觀察到學生的學習狀況。

第一線護理人員，面對病人，可不能膽怯。

專業，必須從養成教育著手，慈濟大學護理學

系謝美玲老師(目前兼任花蓮慈院教學部臨床

技能訓練及評估中心副主持人、標準化病人中

心訓練運用組組長)發想，希望可以給護理系

學生體驗創新的護理課程，經與林玉娟老師、

傅淑瑩老師、江錦玲老師、王雅青老師討論

後，便在「身體評估與檢查」這門課，導入標

準化病人，讓護理系三年級學生在進到醫院實

習之前，先體驗與病人互動的實際情境。

當時擔任標準化病人模擬身體評估考試工作

人員，護理系四年級學生李名縈認為，學弟、

學妹很幸福，可以在實習前，將課堂上所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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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在標準化病人身上練習，不用等到醫院實習時，才對病人做第一

次的實際評估。她以前只能在自己同學身上練習，但同學終究不是標準

化病人，練習起來還是有差距的。

策畫標準化病人模擬身體評估臨床教學與考試的謝美玲老師表示，護

理系學生可以體驗標準化病人的教學，是很難得的機會，相信護理系的

學生都能用心體會，並作為自己的寶貴經驗。這過程，特別感謝標準化

病人中心主持人高聖博醫師的全力指導，以及擔任標準化病人的師兄、

師姊的支持。

東部護生OSCE首試　臨床實務情境受益多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結合教學卓越中心，與花蓮慈院教學部合作，於

2010年10月9日擴大舉辦「東部護理生護理能力競賽」活動，將醫院裡

常見的護理問題化作一道道比賽的題目，過程緊湊，情境擬真，重重關

卡考驗參賽學生的多元護理能力。

有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等東部大專校院

的護理學生參賽，同時這幾所學校的護理教師、及護理業界代表也擔任

競賽評審。

鈴聲一響，受試學生進入考站接受主題考驗。從問候到清潔、消毒、

說明目的、執行護理作業，每一個動作都馬虎不得。親切問診，如何安

撫關懷病人，讓病人和家屬獲得最大的尊重，從技術到態度都是評審評

分上關注的重點。

這是臺灣護理學界第一次將「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OSCE)導入校

際比賽，結合電腦輔助軟體、虛擬實境及標準化病人等多元實務情境，

將多種學習項目組合後進行不同主題的測驗，受試學生要跑四個考站，

限時解決考題，整體設計嚴謹，循序漸進，讓參賽學生直呼考題好生

動、好寫實、好逼真，和臨床上幾乎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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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評析「大家來找碴」，看看影片中的醫病互動與護理處置方式

哪裡有問題，當時就讀慈濟技術學院五年級的曾芷柔說，影片拍得很寫

實，讓自己很容易就融入考題之中，去思考如果是自己會怎麼做，如何

能讓病人受到關懷與妥善照護。

另一站，接受標準化病人測試，學生要與病人溝通、要安撫病人，還

要關懷病人家屬，考驗受試者的護病溝通技巧及處置問題的應變能力，

當場見真章。

慈濟大學護理系97級的林政豪(現為花蓮慈院護理師)認為「護理技術

測驗」令他印象最為深刻，十五分鐘之內要完成，相當急迫，雖然自己

在考試前兩個星期就開始準備，但臨陣上場仍免不了緊張。

第二站「護病溝通情境題」，面對對護理人員沒有信心，不願配合的

病人，林政豪認為沒有所謂故意刁難人的病人，一定是病人有了不好的

感受或病痛才會反應，護理人員若能用同理心即可理解，他希望學校可

以多辦這類活動，對學生幫忙很大。

來自聖母護專的同學凌晨五點多就跟

著帶隊老師搭火車來到花蓮，在經過半天

的競賽後覺得這趟旅程相當值得。就讀四

年級的游育茵發現自己看到病人就怯場，

舌頭打結，要花很多時間才能表達想說的

話。她深刻感受到護病溝通的重要性，每

一關都很真實。

這種全面性的測驗方式，可以幫助學生

藉由多元化的臨床實務情境，融合模擬模

具及標準化病人的考題策略，讓他們在進

入臨床前就累積經驗，有助於日後提升護

理專業。(文／關山慈院專科護理師吳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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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開設

進階身體評估整合課程

近幾年，客觀結構式臨床考試(OSCE)的熱門話題從醫學生訓練延伸

到護理教育，其實，OSCE早在2006年即被運用於第一次專科護理師甄

審測驗，比2010年由十一所醫學院校自辦醫學系畢業生的高階OSCE臨
床技能測驗足足早了四年。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負責身體評估課程設計的助理教授謝美玲，繼2009
年首次應用OSCE教學策略於三年級的身體檢查與評估課程，經過四年

的課程實務運用，成效顯著，接著於2013年在碩士班開設進階身體評估

整合課程。

運用OSCE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學生能藉此縮短教、考、用之間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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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然而，OSCE測驗對學生最大的困擾莫過於心理壓力的克服，因為

OSCE與一般紙筆考試不同，是動態情境的測驗，學生必需面對真實病

人進行病史資料收集及身體檢查。評核者經由觀察病人與考生的互動過

程，能更深入評估到考生的關懷態度及檢查過程外，教師及標準化病人

們也能在試後給考生當場回饋，以提升學習成效。

無論是標準化病人的課堂實作或是OSCE技術考，對學生而言都是相

當刺激的學習挑戰，適逢慈濟標準化病人十周年，謝美玲彙整學生們在

修習過身體評估課程後的經驗分享，向標準化病人的用心付出致敬。

溝通要用心  活用評估技巧

在示範教室練習的對象大多是同學，所以對彼此很包容，但面對考試

的標準化病人以及醫院真正的病人時，才發現練習時認為很淺顯易懂、

容易回答的問題他們不一定都能夠理解。有些病人講話速度很慢，有些

很快，有些講臺語，有些語句說不清楚，連自己也聽的懵懵懂懂，因此

溝通互動要格外用心。

隨著每次不同教案情境的練習，漸漸地了解到為何問診是重要的，以

及了解收集資訊的目的是什麼，似乎不需要再死背就能夠吸收及活用評

估技巧。身體評估這門課程在臨床技能上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尤其是它

幫我澄清了以往許多錯誤的觀念，舉例來說，對於心臟病發作，以前總

是覺得就是胸口處會痛，但自從學過身體評估後，才知道自己的觀念有

出入。

藉由OSCE考試前的不斷練習，也學著整理出屬於自己最有效率的檢

查流程；在考試中面對病人可能發生的突發狀況，也能從容不迫的評

估。可貴的是，考試後老師及標準化病人所給予的即時回饋，讓我清楚

自己還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進，得以修正錯誤的觀念，這些都是從OSCE學
習的收穫。(101級林秀育，現任職於大林慈院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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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祕密武器

畢業後，在臨床上照顧病人，我始終謹記老師說的：「透過確實的身

體評估，才能準確的發現病患問題。」非常感謝老師精心安排的模擬情

境訓練及考試，讓我們能在紮實的訓練中有更多的收穫及成長，並將身

體評估技巧化身為我照顧病人的「祕密武器」。(97級楊惠婷，曾任職

於花蓮慈院外科加護病房護理師，現就讀台大醫學院護理研究所)

提升思考能力  充分實作更有效

離開臨床工作十餘年，這門課不僅重拾我對臨床身體評估的記憶，並

且對進階身體評估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與體悟。為了準備OSCE技術考的

對話，我在家中常與兒子間角色扮演的對話是：「您好！請問您的大名

是？我是照顧您的護理師，我叫黃秀 。請讓我看一下您的手圈。等一

下我會幫您進行病史詢問及身體檢查，過程中如果有不舒服請告訴我，

檢查結束後我會把結果告知主治醫師以便進行後續的處置⋯⋯」。OSCE
課程提升了我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能在模擬情境中有充分實際操作的機

會，雖然壓力很大，但學習也因此更有成效。(103級碩士班黃秀瑛，現

任職花蓮鳳林榮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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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實訓練　應用臨床更上手

畢業至今在加護病房已有九年的工作經驗，平日進行身體評估時多半

是快速地將病人從頭到腳瞥過即算完成，因病人大多數是昏迷的，所以

上班時跟病人說話的時間相當有限。OSCE考試當天同學都非常緊張，但

當輪到我進入考場時，還好平常訓練紮實的詢問病史，在五到十分鐘內

便完成LQQOPERA問診內容，具自信的檢查動作配合心中不停默念的口

訣，發現自己不知覺間已學到老師傳授的真功夫。

回到臨床照顧病人時，我會主動拿起聽診器，仔細的從頭到尾進行病

人的身體評估，深怕漏掉任何一個環節。尤其對於病人主訴的問題變得

敏感及警覺，評估後會統整出異常發現，呈報給醫師或專科護理師，並

共同討論病人情況。也深刻體會到團隊學習的重要性，千萬不要單打獨

鬥，有問題可以提出來與同學或老師討論，並多利用下課時間與同學相

互練習。(102級碩士班胡珍真，現任職花蓮門諾醫院加護病房)

經過六年的課程應用，謝美玲

表示，透過標準化病人的OSCE教

學策略在一般臨床技能、溝通與合

作、關愛及思辨性思考能力之護理

核心能力上有顯著的成效，學生大

多給予課程正向的肯定及回饋。然

而，執行OSCE教學必需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及時間，在此感恩護

理學系彭台珠主任的支持、所有大

學部及碩士班授課老師們的全力配

合、標準化病人及學生、志工們的

無私付出，才得以讓課程順利進

行。



Tzuchi Standardized Pati
en

t

65花蓮慈濟醫院標準化病人　 周年特刊10

寶刀不老　把爺爺帶進實驗課

因考量年長者的體力、行動力、記憶力等多種因素，醫師國家考試對

標準化病人的年齡有七十歲的上限，這對於許多年過七旬的慈濟標準化

病人來說，臨戰經驗雖豐富，卻

受限於年齡上限而無法上OSCE
試場，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慈濟大學護理系在2015年因應

醫療機構高齡病人增加的趨勢，

身體評估課程也配合時代所需加

入老年人身體評估單元，這堂以

提升學生對老年人身體老化的認

知及評估結果判讀能力為目標，

在實驗課導入老年標準化病人，

讓學生直接面對病人進行病史詢

問診、執行身體評估，檢查後進

行結果說明，經由臨場實作感

受，獲得學生熱烈回響。

在謝美玲助理教授的規畫下，

安排五位年紀超過七十歲的標準

化病人參與，實驗課前進行標準

化病人課程共識及教案訓練時，

貼心的把準備好的書面資料字體放大，以方便閱讀，內容寫道：「人隨

著年紀增長，身體機能狀況也會隨著變化，生理退化的現象也可能會出

現。此回的教案，就呈現您身體現況的故事，請寬心，放鬆心情與老師

及同學互動，您不用擔心因為視力或聽力不如以往而有壓力⋯⋯再次致

上萬分的謝意，感恩您以身示現給護生學習的機會。」標準化病人爺爺

看完說明，露出如釋重負般的笑容說：「本來擔心記不住劇本，現在沒

事囉！只要演自己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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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開始，先向同學說明課程進行方式，接著介紹標準化病人爺

爺，以下是同學們在完成身體評估實驗課後所寫下的心得：

當老師與大家都到齊，我知道此次身體評估課將會一如往常，熱鬧

又刺激的展開序幕。當可愛的爺爺帶著靦腆的笑容緩緩地走進來，大家

都非常興奮，因為這可是我們第一次評估除了同學以外的人，是真的人

耶！而且還是大家不熟悉的老年人。爺爺有重聽，我們幾乎要非常靠近

爺爺耳邊用丹田的力氣說話，而且要用非常慢條斯理的語氣。爺爺說：

「很多器官都老化啦！哪裡都痛。」爺爺有頭暈、重聽、白內障、高血

壓、痛風、皮膚過敏、靜脈曲張等等，看來老化真是人類的最大敵人。

(102級-廖珮含)

今天的經驗我覺得很特別，因為

平常都是跟同學相互練習，較無法評

估到異常的發現，此回可以觀察到病

人的異常狀況，並順利判斷出不同，

感覺就很像在醫院一樣，能與病人溝

通。很感謝這次的機會，有別於平時

制式化的練習，而是真正活用在病人

身上。(102級-潘怡岑)

真是場特別的學習經驗，對我來說

是沒有過的課程教學方式。這堂課帶

入標準化病人的學習，可以讓我們更

貼近臨床真實感也更加深我的印象，

把所學派上用場並檢視自己這學期學

習的收穫成果。此外，當下發生的任

何狀況是非自我能掌控，隨時都有意想不到的狀況發生，因此必須學習

臨機應變。第一次難免會害羞、緊張，會猶豫、害怕、擔心，但之後就

能慢慢進入狀況。(101級-呂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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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次很難得的

經驗，把平常練習的

身體評估技巧實際的

應用在老人身上。一

方面檢視自己學習的

成果，同時也更瞭解

與病人溝通互動的技

巧，還有怎麼對待病

人能讓病人更放心更

舒適。爺爺提及這兩年有頭暈的困擾，除了使用PQRST的問診方式外，

也確認爺爺有沒有高血壓或藥物服用。老師說過：「先找到問題，才能

夠對症處理。」，「護理」並不單純只是技術的磨練，須時時提高觀察

力，學習判讀病人身體症狀提供的線索，並做出正確的處置。評估爺爺

有痛風、耳朵重聽、步態不協調、心音也出現異常。身體評估真的是很

重要的應備技術，護理人員在第一線的病人身邊，必須要將身體評估技

巧落實，才能掌握病人的問題。(101級-蔡孟庭)

      

課程中帶入標準化病人，讓我覺得很有臨床感。爺爺有重聽這個問

題，也讓我思考關於照護上的人文互動態度。同學間的練習，說話速度

都很快，而且也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所以檢查下來只需要花些時間便

能完成。透過與標準化病人爺爺互動，讓我注意到自己的語調需要放

慢、清楚，否則接續下去的檢查將會很難進行。這堂課程統整了這個學

期上課的所有內容，透過這樣的方式複習，讓我有更深刻的印象。(101
級-李盈真)

老年人的身體和一般成年人真的非常不一樣，有許多退化性的疾病。此

外，爺爺喜歡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在問診的過程中可以得知他的背景，

從中學到很多生命哲理，我覺得這堂課安排的非常棒，讓我們能把上課所

學的知識運用在病患身上，讓我非常受用。(102級-李侑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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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腹部檢查時爺爺有表示不舒服，也很謝謝老師有即時出來指導

我們下一步該怎麼做，不然真的會傻在那邊不知道該怎麼辦？視診爺爺

的關節處，第一次看到痛風病患的關節外觀。評估過程中感受到自己臨

場反應需要再加強，以前練習時沒有注意到的小細節有在實驗課派上用

場了，也讓我更了解自己的不足之處。(102級-王姿穎)

非常感謝標準化病人爺爺們，藉由呈現與臨床相近的情境，應用標準

化病人教學，對於我們之後進臨床實習有很大的幫助，有助於提升我們

的臨場反應與處理機制。相信只要好好把握類似的學習機會，一定更有

自信去面對臨床實習的各種挑戰！(102級-許又方)

醫護專業學習過程中，縮短課室學習與臨床應用的落差一直是學校老

師的期待。謝美玲助理教授指出，從學生的心得分享中，可以得知標準

化病人教學策略已達到既定的學習成效。因為是面對真實的生命，所以

在評估時要加更細心，要時時關心病人的不適及需求。

「以病為師」，課程結束前，同學一起向標準化病人爺爺行禮致謝，

感謝為醫學教育默默付出的標準化病人，因他們無私的付出及對學生的

耐心和包容，讓學生有不同的學習成長及體驗。事實上，標準化病人爺

爺的身體老了，但他們在成就年輕學生對高齡長者的臨床評估課程中，

猶如閃亮智慧的寶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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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標準化病人教學與教案撰寫研習

護理臨床教學需要模擬臨床情境，才能創造符合實際情況的教學模

式，將標準化病人融入教學，已成為許多護理學校的教學策略。慈濟大

學護理系也舉辦標準化病人研習系列活動，包括標準化病人專家分享及

教案撰寫工作坊，曾邀請東華大學副教授劉彥君與慈濟大學副教授陳畹

蘭，分享經驗與創新思考。

各科教師在活動中，深入了解

標準化病人的訓練與原則，互相

討論有關如何運用標準化病人的

教學內容，以及利用他校標準化

病人專家的經驗分享與教案寫作

介紹⋯⋯等，教師們也建構出屬

於慈大護理教學的新藍圖。

教案撰寫工作坊除由專家學者

介紹撰寫原則，教師則分組研擬

具有個別性的標準化病人教案撰

寫。劉彥君與陳畹蘭兩位副教授

也曾在研習會中個別指導教案寫

作技巧，最後由各教師分享自己

所撰寫的教案。

在教案的撰寫上，將時事融入教案是很好的想法，例如新近流行的中

東呼吸道症候群，專家建議，該如何訓練標準化病人，才能讓學生能夠

清楚了解教案應用於臨床的可行性，為避免學生可能只聽過這疾病，對

於疾病內容沒有完整的概念，最好的方式是提前將疾病知識融入課程，

在OSCE評量時，也能更清楚學生是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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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護理師OSCE測試　

慈院帶動區域醫療水準

「發展卓越特色醫療服務，帶動區域醫療水準」是醫學中心五大任

務之一，2014年3月22日，花蓮慈濟醫院教學部臨床技能訓練及評估中

心動員人力，協助門諾醫院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班OSCE測試。獨立的

看診空間與真實的標準化病人，除了讓學員熟悉臨床技巧與護病溝通能

力，同時門諾醫院資深專科護理師也可透過觀摩，做為日後提升OSCE
課程規畫參考。

專科護理師的主要任務是與醫師共同提供病人連續性及整合性的護

理及醫療照護。專科護理師培育除了大學護理學系研究所設有專科護理

師組碩士班外，醫院為因應住院醫師人力不足的缺口，也可向臺灣專科

護理師學會申請開辦專師訓練班。參加訓練班的資深護理師在參加甄審

前，得先參加一百八十四小時的學科課程，及五百零四小時的臨床實務

訓練。在甄審過程必須經歷筆試及口試，現在的口試就是OSCE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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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舉辦這次的OSCE測驗，謝美玲助理教授邀請到花蓮慈院資深專科

護理師曾寶慧、陳禕瑋、黃柏浚、洪慈婉擔任考官，護理長江如萍、資

深護理師劉明俐、周英芳、專師黃柏浚承擔標準化病人訓練師。他們在

專科護理師OSCE測驗以及標準化病人訓練上已累積非常豐富的經驗。

謝美玲說，這次的測驗有五個教案，分別以發燒、腹痛、頭痛、胸

痛、四肢無力等症狀呈現，透過五位標準化病人的專業演出，除測試學

員的溝通技巧與人道關懷、問診、以及身體檢查與評估技巧之外，在最

後還須針對病人的健康問題做出至少三個臆測診斷，並說明推理原因及

後續處置。

為了讓每個學員更熟悉OSCE累積經驗，除了進考場實際演練，同時

也觀摩同組其他學員的操作。在測試結束後，再由考官黃柏浚專師進行

正式考試標準示範演練。最後的雙向回饋，謝美玲助理教授分享個人經

驗之外，也針對每位學員的問題進行討論，讓學員更清楚OSCE測驗及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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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護理OSCE測驗  專業傳承守護生命

「兩袋點滴多久會滴完？」「如何進行『輸血』相關的ISO查詢？」

2014年7月初，花蓮慈院護理部也開始運用標準化病人及OSCE在新

進護理同仁的教學與訓練上，安排了兩天的OSCE測驗，藉由六項關卡

實際了解同仁的基礎臨床能力與問題點，更首次引入考官現場回饋項

目，考生皆表示收穫良多。試用期結束前，還有OSCE後測，觀察並評

估新進同仁的學習成果。

OSCE測驗考題包括「導尿管放置」、「靜脈導管置放」、「穿脫

隔離衣」、「鼻胃管護理衛教與灌食」、「醫囑核對及藥物計算」、

「ISO查詢」等六項關卡，實際了解每位新進護理同仁的基礎臨床能

力，若遇問題點，考官也會立即指導與回饋。

在第一次OSCE測驗前，護理部已先安排為期二週一系列到職教育訓

練課程，協助新進同仁能快速融入花蓮慈院大家庭。課程內容包括臨床

照護面授課程、院內資訊系統操作、人形圖教學等課程，以及各單位的

臨床教學。

負責統籌規畫這次測驗的江如萍護理

長表示，護理OSCE測驗能達到評量與

教學並行的功效，由於新進同仁一畢業

即踏入職場，不同的教育背景會有不同

的護理臨床基礎能力，藉由測驗可以準

確了解同仁的基礎能力與問題點。

花蓮慈院從2009年起，針對新進

護理同仁、二年期護理人員訓練計畫

(NPGY 2)等人員，即已規畫多次護理

OSCE，協助同仁認識自我的學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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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新進護理同仁OSCE，首次加入考官現場

回饋項目，也就是在每個測驗站別中，考生在十分鐘內完成各項測驗指

令後，考官會就考生操作時的問題點給予指導與叮嚀。

在內科加護病房服務的新進護理師陳素萍表示，考官回饋給她很多的

收穫，藉由測驗與講師回饋，可說是再次學習、加深印象，並能立即修

正不足的地方。試用期結束後OSCE測驗，也明顯看到新進同仁的進步。

這些年來，花蓮慈院教學部與慈濟大學醫學院合作，除舉辦實習醫學

生與護理生OSCE課程與測試，也將標準化病人、OSCE課程與測試運

用在護理師、專科護理師的訓練課程，並分享專業資源，承辦臺灣專師

學會委託的專師試前OSCE衝刺班。讓有志參加學會或醫院培育，選擇

專科護理師服務的資深護理師，可以更有信心的迎接甄審中的口試。

良語良師不僅在醫學教育奉獻心力，也在護理人員的養成中，扮演

重要角色，無論是課程或是考試，透過標準化病人的測驗與學習，減少

學用落差。雖然國家考試的標準化病人，年齡必須在七十歲以下，慈濟

大學護理系也將年長但擁有豐富經驗的良語良師，融入「老年人身體評

估」課程。這門課讓屆齡的良語良師，退而不休。 Tzuchi Standardized Pati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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