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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末開港通商後，現代護理隨著傳教醫療進入臺灣。日治時期日人開始

有系統地訓練看護婦，看護婦被視為是日治時期的新興女性職業，且從事護

理工作者幾乎為女性。雖然成為護理人員必須通過教育、考試以及持續的在

職訓練，然而一般刻板印象中，認為護理人員須具備親切、愛心與耐心的行

為，並以犧牲奉獻來強化並符合照顧的倫理角色。 

本文擬以《護士季刊》為主要資料，討論 1950 年代臺灣的護士形象是

如何被傳遞與建構。《護士季刊》創刊於 1920 年，係中華民國護士學會刊物，

1953 年之前曾兩度停刊。1953 年 9 月復刊，直至 1961 年改名為「護理雜誌」

為止，共出版八卷，此乃 1950 年代臺灣地區最主要的護理專業雜誌。除《護

士季刊》外，本文將參酌同一時期的文本資料，以闡述當時護理專業如何談

論適宜的護士形象，以及與科學化或專業化的護理是否產生衝突。 

關鍵詞：護理史、護理專業、護士季刊、護士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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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天使(一) 

讚美你──白衣天使！ 

你代表著和平與真理； 

更有著慈悲的心腸！ 

有了你，病魔才能消滅， 

使我民族富強安康！ 

 

白衣天使(二) 

白衣天使──偉大的護士！ 

你有著刻苦犧牲的精神， 

更有著勇往直前的意志； 

你是保衛人們生命的戰士， 

更是民族健康的先鋒！1 

 

一、前 言 

「護理」(Nursing)是一門照護與關懷他人病痛的專業。由於自古以來，

人類即存在生老病死等問題，以及撫育、求助、照護的需求，護理工作應運

而生。然而隨著不同的社會、文化等歷史演變，護理也被賦予不同的內涵與

意義。19 世紀後期，現代護理的奠基者南丁格爾女士(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認為，護理是一種使病人置身於最自然而良好狀態下的活動，針

對個人提出基本需要，提供服務並教導病患及其家屬如何保持及促進健康。

她強調護理主要功能在維持良好的狀態下活動，協助他們免於疾病，達到他

們最高的健康水平。也就是說，良好的護理是使健康人不患病，使患病者早

日康復，護理的範圍包含滿足病患的基本需求、疾病的預防與健康的促進。2
 一

                                                        
1 不著撰者(1954)，〈白衣天使〉，《護士季刊》，1(4)，頁 7。 
2 顧乃平總校閱(1991)，《護理專業導論》，臺北：匯華，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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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認為，西方護理工作在南丁格爾女士的領導下，逐漸脫離宗教的約束，向

科學化、人性化與專業化之路邁進，擺脫「醫生助手」的角色重新塑造出獨

立、協調、自主與重要的專業形象。 

以美國護理專業的發展為例，因移民的快速增加，天主教徒在美洲發展

醫療照護網絡成立醫院。南北戰爭時期(1861-1865 年)約有 2,000-10,000 名婦

女從事護理與醫院管理的工作。當時醫院環境骯髒、通風不佳、濕冷、氣味

難聞，護士的工作是照護病患、餵食、清潔病房環境、寫信、讀信、發送餐

點、給藥。至 1898 年美西戰爭時，護士的供應已較充足。20 世紀初期，護

士被醫院、醫學界與一般民眾接受，護理的改革、外科技術的發達、衛生科

學的進步，醫院的無限擴充等因素，致使護理學校成為經營醫院不可或缺的

條件。此時醫院以護生充當醫院勞力，從事許多非專業工作，3因此醫院附設

護理學校成為趨勢。4  

在南丁格爾之後，護理學界基於南丁格爾的看法，不斷提出修正，例如

認為護理是一個人性化的照護過程。至於護理實務(Nursing Practice)方面，

1955 年，美國護理學會(American Nurses Association, ANA)對於護理實務提

出以下明確的定義：「專業護理實務是執行以下活動而獲得報酬：對患病者、

受傷者及嬴弱者的觀察；照護及健康諮詢，或維持健康、預防疾病；對其他

                                                        
3 所謂的非專業性(non-professional)係指不須經深思熟慮的簡單工作，如鋪床、擦澡等無須特

殊技巧者，此類工作者的被取代性較高。 
4 1920 年代開始，護理界出現的新聲音，1920 年美國婦女擁有投票權，護理界的領導者爭取

女權，憂心男性當權阻礙護理專業。社會思潮影響婦女，目的使其成為有用的人，擁有獨

立和自由，用新的方式證明自己的智慧、能力與身為公民的價值。護理成為一種選項，但

護理教育與護理實習必須改革。因此護理領導者聯合起來，建立教育規程、法定標準，避

免劣質學校的擴張。1940 年之後，因健康照護領域的革新、醫院的檢查與治療方便有效，

致使護理工作範圍增加，護士出現人力短缺的情況。Charles E. Rosenberg (1995), “Healing 

Hands: Nursing in the Hospital,” in Charles E. Rosenberg (ed.), The Care of Strangers: The Rise 

of America’s Hospital System, 212-236,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oan I. 

Roberts and Thetis M. Group (1995), Feminism and Nursing: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Power, 

Status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Nursing Profession,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特別是第 6、

7、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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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監督及教導；對領有執照的醫師或牙醫所開出的處方之執行。從事這

些活動，必須具備豐富的專業性判斷力及技能，並能運用生物、物理及社會

科學中的原理及原則。這些活動並不包括對疾病之診斷、開立治療處方或各

種矯治的方法」。5
 在此定義之下，護理是一門以照護人們健康為主的專業，

包含科學與藝術兩個面向，而護理人員因受南丁格爾形象，以及西方自中世

紀以來宗教信念的影響，除須具備相當的專業知識與獨立性外，社會上仍堅

信護理人員必須有愛心、耐心及忘我服務的精神。6 

臺灣自清末開港通商後，新樓醫院、馬偕醫院與彰化基督教醫院等，有

一批具備護士資格的宣教士或醫師娘在院服務，可說是現代護理進入臺灣之

始。7
 日治時期，日人開始有系統性地在臺訓練看護婦。然而自清代以來，

只有進入世界經濟體系的臺灣製茶業，與部分輕工業或商業，出現微不足道

的女性勞動力參與。1920、30 年代之後，因臺灣年輕女性開始接受教育，以

及新興行業的出現，讓女性有機會走出家庭，進入社會工作。少數進入高女

(含)以上就讀的女性是鳳毛麟角，學歷是這批來自中上家庭女性重要的社會

位階象徵，也是增加婚配選擇的條件。8
 至於來自一般家庭，具有中等學歷

                                                        
5  顧乃平總校閱(1991)，頁 22。 
6  南丁格爾女士塑造了護士的形象，也改變中產階級婦女的階層流動，對護士體系、教育、

專業的建立有一定的影響。在 1980 年代之後，女性主義批判、社會醫學史以及社會學研究

開始對南丁格爾的專業權威提出批判，歷史學者在檢視護理史時也指出發展一個新專業的

困難，以及對護理態度的轉變，與南丁格爾的貢獻開始提出修正。學者認為護理改革是個

複雜的過程，包含了社會經濟的趨勢、婦女進入公共領域、宗教關懷、生活水準的提升以

及臨床醫學的發展。克爾．瓦丁頓著、李尚仁譯，《歐洲醫療五百年(卷二)》，(臺北：左岸，

2014)，頁 220-221；Robert Dingwall, Anne Marie Rafferty and Charles Webst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Nursing (London: Routledge,1988), pp35-47. 特別是 Chap3 “The New 

Model Nurse”。 
7  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1965)，《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南：新樓書房，

頁 170-171；吳學明(2006)，《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頁 18、38-39；

陳文榮(2005)，《臺灣痲瘋病救助之父──戴仁壽小傳》，臺北：臺北縣文化局，頁 32-33。 
8  游鑑明(1992)，〈有關日據時期臺灣女子教育的一些觀察〉，《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3，頁

15；派翠西亞．鶴見(1999)，《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頁

95-101；而根據駱明慶的研究，1940 年出生者，臺灣籍男性有 5.3%，女性有 0.8%為大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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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若能有一技之長則是獨立自主的象徵，教師、看護婦、產婆、店員、

洋裁師傅，成為日治時期新興的女性職業。9
 根據游鑑明之研究，產婆、看

護婦(人)與教職員分居 1930 年代臺灣新興女性的前三名。雖然日治時期的報

紙雜誌時常出現這些新興女性職業的報導，讓當時民眾認為社會正在逐漸改

變。不過如同游鑑明所言，日治時期八成以上的臺灣女性還是從事農林漁礦

牧業。新興的女性職業扮演的角色是擴大日治女性的生活視野，奠定女性地

位提升的基礎。10 

國民黨政府來臺後繼續推動自 1943 年以來的義務教育，較多女性得以

進入教育體制學習，然而學科、職業的特質仍容易與性別產生聯想。以護理

為例，臺灣的護理工作由女性獨占，直至 1985 年才出現改變。雖然成為護

理人員必須通過教育、考試以及持續的在職訓練，然而一般刻板印象中，認

為護理人員應該表現出親切、愛心與耐心的行為，並以犧牲奉獻來強化並符

合照顧的倫理角色。11 

護理史是歷史研究較少關注的領域，臺灣護理史更不多見。首先是游鑑

明〈日據時期的臺籍護士〉一文，以扎實的檔案與訪談，分析日式護理教育

與護士的職場經驗，以及護理教育對個人與社會之影響。12
 劉仲冬的〈我國

的護理發展史〉一文，則從中國歷史上的女性照護談起，她認為中國(包含臺

灣)的護理史是一部交織著文化移植、殖民、族群及性別的故事，該文依歷史

發展時序，說明自漢人傳統文化的照顧體系、宣教醫學、中日戰爭、日本統

治下的臺灣，至國民政府時代，特別是對於西方護理在中國的發展，提供寶

貴資料。13
 另外，蔣欣欣的研究則強調出身於協和體系的周美玉、余道真等

                                   
育學歷。駱明慶(2001)，〈教育成就的省籍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29(2)，頁 126。 

9  鄭鴻生(2010)，《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頁 65-67。 
10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5)，頁 29-32。 
11  陳美華(2009)，〈性別〉，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臺灣社會》，頁 144-147，臺北：

巨流圖書公司。 
12  游鑑明(1994)，〈日據時期的臺籍護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頁 369-404。 
13  劉仲冬(2006)，〈我國的護理發展史〉，《護理雜誌》，53(3)，頁 6-20。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八卷第二期 

．262．  

人，認真、負責、努力工作、參與性合作、追求卓越等協和精神，也展現在

戰後臺灣國防醫學院的教學與研究。14
 蔡淑鳳等人15

 則將臺灣護理的發展分

成三個不同時期，並從中歸納出各時期的發展特色，分別是犧牲奉獻、從屬

壓抑與缺乏領導特質。張淑卿則嘗試指出由於戰後臺灣歷史發展的特殊性，

探究臺灣護理專業的發展脈絡，國際援助是不可忽視的面向，特別是大學層

級的護理專業人才的培育。16 

此外，具有護理專業背景的林慧屏以埔里基督教醫院附設護校

(1958-1970)為案例，運用文獻資料、口述訪談，透過紀念冊、檔案、照片等

資料，指出埔基護校的理念、任務、宗教、價值，以及埔基護校因無法順利

取得立案而結束訓練課程後，埔基護校仍留下其重要資產：關懷文化與情操

的傳承與實踐。此論文有強烈的宗教關懷，且認為埔基護校內的教師的言行

具有教育意義，學生常以教師為學習典範，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老師對病患

與學生的關懷，是健全護理專業的重要條件。17 

過去臺灣護理史研究較著重於女性史、傳教護理、護理專業的發展脈

絡，較少以護理專業雜誌為分析文本。護理專業雜誌是戰後臺灣護理界傳遞

專業知識、流通護理界訊息、發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園地。過去臺灣護理史的

                                                        
14  蔣欣欣(2003)，〈老協和精神對臺灣的影響：英美醫護教育的傳承〉，余玉眉、蔡篤堅(主編)，

《臺灣醫療道德之演變：若干歷程及個案探討》，頁 41-67，臺北：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

院；蔣欣欣、喻永生(1996)，〈夥伴關係的傳承與實踐：西方醫護教育在臺灣的發展〉，《源

遠護理》1(1)，頁 23-28。 
15  蔡淑鳳、吳濟華、陳永興、戴正德(2006)，〈從護理史探討臺灣的護理發展脈絡〉，《臺灣醫

學人文學刊》，7(1-2)，頁 91-112。 
16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援助機構透過經費補助，選派人員至美國進修，以建立當地現代護

理體系之議題，目前是研究 1950、60 年代美式護理擴散至非西方世界的重要議題。相關研

究可參閱 Madelaine Healey (2008), “Seeds That May Have Been Planted May Take Root : 

International Aid Nurses and Projects of Professionalism in Postindependence India, 1947-65,” 

Nursing History Review, 16, 58-90. Marianne Taliberg (2006), “Venny Snellman, Finnish Nurses,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 Support, 1929-1959,” Nursing History Review, 14,175-188；張淑卿

(2010)，〈美式護理在臺灣：國際援助與大學護理教育的開端〉，《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8，

頁 125-174。 
17  林慧屏(2009)，《埔里基督教醫院附設護士學校之個案研究》，長榮大學護理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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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雖然曾涉及國際援助單位對臺灣大學護理教育之影響，但 1950 年代臺

灣護理學界如何談論護士形象，以及和性別之關係，有待討論。因此，本文

擬以在臺復刊的《護士季刊》為主要文本，進行研究。《護士季刊》創刊於

1920 年，係中國護士會18刊物，中日抗戰期間曾停刊數年，抗戰勝利後復刊

於南京，國民政府來臺後初期曾一度停刊，1953 年 9 月復刊，直至 1961 年

改名為「護理雜誌」為止，共出版 8 卷，在 1950 年代是臺灣地區最主要的

護理專業雜誌。除《護士季刊》外，也將盡量參酌其他文本如護理教科書、

回憶錄和報紙等，以闡述 1950 年代的護士形象。19
 以下首先介紹《護士季

刊》以及所屬的中華護士會；與 1950 年代之前日治時期臺灣與中國護理專

業發展概況，其次討論《護士季刊》所呈現的護士形象，藉此了解當時護理

專業組織、教師、學生和社會賢達如何看待護士與護理專業。 

二、中華護士會與《護士季刊》 

20 世紀初期，在中國工作的外籍護士發現中國護士人數不足。一方面是

中國人的照護習慣，使得中國人對於護理專業認識不深。另一方面，中國缺

乏護士訓練機構，護理訓練毫無標準，因此在 20 世紀初期，創辦中國護士

組織的聲音開始浮現。 

(一) 中華護士會 

1908 年，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教會派遣具護士身分的信寶珠(Miss Cora E. 

Simpson)到中國醫療宣教，希望聯絡中國各地的護理人員，建設中國護理事

                                                        
18  中國護士會成立於 1914 年成立於上海，1922 年加入國際護士會(International Nurse’s 

Association)，並於 1949 年遷臺。該學會的任務包含：1.釐定護士資格，確立職業地位；2.

提升護理教育供應專業期刊；3.爭取國際地位，維持國際水準；4.提供學術活動，充實專業

知識；5.研究專業學理，提升護理素質；6.設立獎助學金，促進專業成長。朱寶鈿(1988)，《中

華民國護理學會發展史》，臺北：中華民國護理學會，頁 19-22。  
19  1950 年代臺灣民眾如何看待護士是個有趣的議題，但因該方面的資料較難蒐集，尚無成定

論。故仍以專業書刊為討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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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她首先在福州教會醫院擔任護理工作並遊走四方，她發現當時各醫院的

護理毫無標準，僅依賴外籍護士的力量無法自足，因此認為應成立護士組

織，加強中國護士的訓練。201909 年，多名外籍護士在江西牯嶺度假，相互

交換意見後，決定成立護士會。1912 年，由畢業於紐約衛斯理學院，當時任

職長沙湘雅醫院附設護校的蓋儀真(Miss Nina Diadamia Gage)擔任會長，她

在此次的會員籌備大會中制定護士會的組織章程，並決定於 1914 年召開第

一次全國護士大會。21 

英國護士學校畢業的鍾茂芳女士，認為當時將 Nurse 稱為「看護」實不

合宜，第一屆全國護士大會上建議「護士」作為 Nurse 的中譯。「護」表示

保護、照護與撫育之意，「士」，指的是有受過教育的專業分子。而護士會名

為「中華護士會」(Nurses’Association of China, NAC)。在此次大會中重要的

決議尚包含，明確指稱「護士」為從事護理職業者；護士學校必須向該會登

記，藉以統一護士教育課程；護生畢業後必須參加該會舉辦之會考，包含護

理技術考試與筆試；凡會考及格者發給證書。22 

中華護士會於 1922 年加入國際護士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依照該會規定南丁格爾女士誕辰(5 月 12 日)為護士節。1928 年之後，

中華護士會持續與國民政府溝通，希望政府頒佈護理事業管理條例，開辦護

士學校。1934 年中央護士教育委員會於教育部召開，凡護校立案、課程標準、

教材等均由教育部負責。至於護士會考則由 1937 年開始由教育部主辦。23 

1940 年中華護士會隨著國民政府遷至重慶，中華護士學會也曾派工作人

員至重慶組織辦事處，卻未向政府辦理登記手續。1941 年重慶報紙出現中華

                                                        
20  Cora E Simpson (1913), “Does China Need Nurs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3, 

191-194. 
21  貝孟雅(1927)，〈中華護士會歷史的回顧〉，《護士季報》，8(3)，頁 17-30；劉燕萍(2001)，〈中

國護理的世紀回眸(二)〉，《當代護士》，6，頁 17；周美玉(1988)，《中國陸軍護理學校發展

史》，頁 6，臺北：國防醫學院護理系。 
22  Cora E. Simpson (1922), A Joy Ride through China for the N.A.C, Shanghai :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 p15. 
23  朱寶鈿(1988)，頁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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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學會被國民政府撤銷的訊息，當時理事長為徐藹諸女士，她立即以「中

國護士學會」之名再次申請立案。抗戰期間，學會為維持護士教育，與美方

援助團體如美國醫藥援華會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ABMAC)，保持友好關係，接受援助並轉送援助款給各大護校，購置教具與

翻譯教科書。24
 同時也不斷出版教科書，自 1936 至 1946 年間，共計出版約

90 餘種。25 

中國護士學會在抗戰結束後致力於宣傳，包含於報刊雜誌撰文，招待新

聞界，派員至各地演說，於 5 月 12 日護士節擴大舉辦南丁格爾女士紀念會

等。26 1949 年，該會隨政府遷臺，時由周美玉擔任理事長，1951 年召開第

四次(來臺第一次)會員大會時，決定邀請蔣宋美齡女士擔任名譽會長，以壯

聲勢。鑒於學會財產陷於大陸，蔣宋美齡女士擔任名譽理事長後，特別舉辦

遊園義賣會，募得租屋基金。1953 年召開第五次會員大會時，該會會員已達

四百餘人。27
 為了提升護理教育與護理行政，該會成立臺北市護理教育行政

座談會，每月聚會一次，凡臺北市內的護理學校科系，以及醫療保健機構均

需派員固定參與討論。此對於各單位的相互了解有所助益。28
 另外，中國護

士學會也接受美國醫藥援華會的委託，組織「護理書籍編譯委員會」選擇材

料，物色翻譯人才，29
 在 1952、1954 年間，翻譯《營養學集要》與《內外

科護理學》二書，供護理教師選用。30 

                                                        
24  王斌全、趙曉云(2007)，〈中華護理學會易名史〉，《護理研究》，24，頁 2255；朱寶鈿(1988)，

頁 39-45。 
25  朱寶鈿(1988)，頁 99-102。 
26  John Watt (2004), “Breaking into Public Service: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in Modern China, 

1870-1949,” Nursing History Review, 12, p87. 
27  朱亮(1953)，〈中國護士學會發展經過〉，《護士季刊》，1(1)，頁 28-30。  
28  朱寶鈿(1988)，頁 47-54。 
29  不著撰者(1953)，〈本會組織護理書籍編譯審查委員會〉，《護士季刊》，1(1)，頁 42。 
30  李式鳳(1956)，〈中國護士學會護理書籍編譯審查委員會成立經過及報告〉，《護士季刊》，

3(1)，頁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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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護士季刊》的創辦與發展  

中華護士會成立後即致力於創辦刊物，早期利用在傳教醫師間流通的

「博醫會報」之小篇幅刊登相關訊息。1918 年後，中華護士會獨立發行單張

刊物。1920 年 1 月，《護士季刊》之前身《護士季報》問世，之後被國際護

士會認為是當時護理界不可或缺之刊物。1931 年刊物改名為《中華護士季

報》，內容中英文並列，完全由華籍護士編輯。31然因抗戰時期紙價飛漲，出

版成本過高，於是在 1942 年停刊，並於 1947 年再度向政府登記，更名為《中

國護士季刊》。32
 旋即又因遷臺再度停刊。1952 年，再以油印本方式出版《護

士通訊》共 9 期。然因屬通訊性質，篇幅實在有限，於 1953 年以復刊方式，

恢復發行季刊，並將《中國護士季刊》更名為《護士季刊》。33 

1950 年代開始，臺灣醫護界均認為一位合格的護理人員必須完成護理學

校教育、通過國家考試，並加入護理專業組織 (學會)，而學會也必須出版刊

物提供訊息。《護士季刊》刊登內容包含專業論著、演講摘錄、會員訊息與

獎助公告等。如當時任中國護士學會理事長的徐藹諸在《護士季刊》的〈復

刊詞〉所言： 

 

經本會幾次理監事會議之商討，決定本刊仍有恢復之必要，繼因重行

辦理出版登記手續，延誤半載，至今始能付印，又得與各位晤面，希

望本會會員，共同努力，來耕耘這塊園地，使他日趨繁榮，並期各界

先進，時賜指正，幸甚感甚！34 

 

在醫療環境當中，醫護同儕間的訊息流通是資訊尋求的重要部分。醫護

人員的訊息尋求不僅是個人醫護新知或技能的學習，也藉由醫護同儕間的相

                                                        
31 朱寶鈿(1988)，頁 31。 
32 不著撰者(1947)，《中國護士季刊》，1(2)，該期封面說明。 
33 徐藹諸(1953)，〈復刊詞〉《護士季刊》，1(1)，頁 3。 
34 徐藹諸(1953)，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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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激盪與分享，達到集體學習與知識建構的實現。35《護士季刊》可說是當

時護士專業群體間交換訊息與學習新知的場域。因此，如何推廣該份期刊，

成為復刊時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維護本刊要給與經濟支助，只有銷路廣，才能希望有進步。凡事本會

之會員，請速訂閱。凡是在醫院，診所或任何機關裡工作之本會會員，

請來本會接洽代為推銷，可授與病人或該服務機關裡的人，有教育價

值。36    

 

訂閱該雜誌除了是給予中國護士會與《護士季刊》最直接的支持外，中國護

士會也希望透過該雜誌達到教育的目的。雖然無法得知《護士季刊》發行份

數，但按時繳納中國護士會會費之會員，可獲得免費贈閱。第一、二卷的銷

售狀況如表 1 所示。欲自行購買者，每期零售價 2 元 5 角，一年 4 期共 10

元，可向中國護士學會自行購買，而臺灣地區醫療院所為其主要分銷處。37
 不

過欠繳會費者似乎不少，如依據 1955 年的統計，未繳會費者累計達二百餘

人。38
 因該刊物的編輯係由學會教育組刊物股負責編輯，並由教育組長擔任

總編輯，無論是總編輯或編輯均為學會理監事兼任，這些理監事平日忙於臨

床照護或教學工作，刊物編輯實非所長。因此在 1955 年的會員大會，即有

會員抱怨「每次季刊買來閱讀後常感內容十分缺乏，這樣減少閱讀興趣並浪

費印刷紙張」。學會的改善之道即是增加醫藥與護理類的譯著與論著，同時

提供輕鬆短文。39
 然而，或因未按時繳納會費，或因地址變遷，或因初  

                                                        
35  Nacy, L. Bennett, Linda L. Casebeer, Robert E. Kristofco, Sheryl M. Strasser (2004), “Physicians’ 

Internet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s,” Journa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the Health 

Professions, 24(1), 31-38. 
36  不著撰者(1953)，〈推銷廣告〉，《護士季刊》1(1)，頁 24。 
37  不著撰者(1953)，《護士季刊》，1(1)，封底說明。 
38  不著撰者(1955)，〈本會報告〉，《護士季刊特刊》，頁 53。 
39  不著撰者(1956)，〈中國護士學會第六屆會員大會提案〉，《護士季刊》，3(1)，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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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護士季刊》第 1-2 卷銷售情形  

 共印冊數  贈送冊數  售出數量  學會留存冊數  

第 1 卷第 1 期  1,500 83 1,312 34 

第 1 卷第 2 期  1,500 83 1,065 40 

第 1 卷第 3 期  1,500 86 901 40 

第 1 卷第 4 期  1,500 84 619 40 

第 2 卷第 1 期  1,500 110 760 --- 

第 2 卷第 2 期  1,500 87 681 --- 

第 2 卷第 3 期  1,500 80 688 --- 

第 2 卷第 4 期  1,500 94 599 --- 

資料來源： 不著撰者，〈本刊自第一期至第四期銷售情形〉，《護士季刊》，2(1)(1954 年 9 月 30 日)，

頁 65；不著撰者，〈本刊銷售情形〉，《護士季刊特刊》(1955 年 11 月 4 日)，頁 57。 

 

期內容較以臺灣地區護理界動態報導為主，造成閱讀人數確實逐年下降。編

輯只好向各會員提出「忠告」： 

 

無論哪一種刊物，都必須有群眾擁護，而「護士季刊」是我們自己的

刊物，必須各盡所能，訂閱、投稿、推銷、介紹廣告……等，多方協

助，才能改善與發展。40 

 

自第 3 卷第 2 期起，季刊的編排出現專欄分類，如專題論著、護理欄、

家政欄、文藝欄、護生園地、護士園地。不過因應出版成本的增加，自第 3

卷起，調整每期零售價 3 元，一年 4 期共 12 元。41此外，獲得時任師範大學

文學院院長梁實秋應允轉載其作品，使內容生動不少。再加上海外訂閱人數

有所增加，使該刊銷路大增。42
 至第 5、6 卷的發行量已達 1,500 本至 2,000

                                                        
40  不著撰者(1956)，〈教育組工作報告〉，《護士季刊》，3(1)，頁 61-62。 
41  不著撰者(1956)，《護士季刊》，3(1)，篇目、封底。 
42  不著撰者(1958)，〈教育組工作報告〉，《護士季刊》，5(1)，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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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間，贈與會員數量可達 1,300 本。43  

三、「看護婦」與「護士」 

在傳統華人社會，健康照護一向是女性的工作。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

現代護理專業工作隨著傳教醫療與殖民的力量，在中國與臺灣出現。然而護

理工作幾乎由女性擔任，女性的角色被期待是謙恭有禮、委曲求全、容忍沉

默與勤勞順從，再加上傳統社會賦予女性承擔家庭、撫育子女的義務，因此

護理常被視為是一項職業而非一項專業。44
 本節將討論日治時期看護婦以及

民國時期的護士，以理解現代護理在 20 世紀前半葉的中國與臺灣的發展，

以作為 1950 年代臺灣護士形象之討論基礎。 

(一) 1949 年前中國護理專業 

19 世紀來到中國的傳教士醫師為了照顧女病患的需求，傳教士醫師與傳

教護士開始訓練中國年長婦女從事護理工作。45 1884 年，來自費城婦女醫

院，第一位南丁格爾式的傳教護士 Miss Elizabeth Mckechnie 來到上海，提倡

新護理制度，引進新護理觀念。46
 然而當時中國社會對西醫接受度不高，護

士學校招生不易，認為是伺候他人的工作，特別是幫助病患清潔身體，處理

便溺之事，被認為是極度骯髒。47
 因此，願意讓女兒學習護理者，幾乎是「來

自父母思想比較開明的家庭，尤以基督徒本著愛心送子女學護士者居多」。48 

傳教士所創辦的護理學校，早期均附屬於醫院，不論口岸城市或內陸大

城市，亦見傳教醫師或護士訓練中國護士，但處境非常艱辛，除了要面對中

                                                        
43  不著撰者(1960)，〈季刊刊出及銷路情形統計表〉，《護士季刊》，7(1)，頁 68-69。 
44  Liu Chung-Tung (1991), “From San Gu Liu Po to ‘Caring Scholar’: the Chinese Nurse in 

Perspective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28(4), 315-324. 
45  劉仲冬(2006)，頁 7。 
46  張朋園、羅久蓉(1993)，《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20。 
47  張朋園、羅久蓉(1993)，頁 16。 
48  朱寶鈿(1988)，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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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社會對於基督教的質疑外，還要面對中國女子不得在外拋頭露臉，禁止服

務家中以外男性的文化傳統。同時中國人忌諱穿白衣，護士穿著的白色制服

遂改成粉紅色衣裙。49
 不過隨著 1900 年中國開放更多的城市，准許傳教後，

西方護士訓練課程在中國可見度大增，這些護士學校的訓練課程與當時美國

護士訓練相差無幾，包含解剖學、心理學、護理倫理、衛生學、傳染病學、

育兒方法、按摩、內外科以及婦兒科護理學等。50 

雖然護士人數增加，但真正高階的護理訓練則始於北京協和護校的成

立。1906 年倫敦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於北平創立協和醫學院，

1915 年轉賣給洛克斐勒基金會(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RF)，並由中國醫

學理事會(China Medical Board, CMB)擔任實際經營者。51
 協和醫學院的護理

科始於 1920 年。初設立的前 9 年，護理科的入學程度與普通大學相同，均

是招收高中畢業生，給予 3 年訓練，修業期滿考試及格後給予「護士」文憑。

1930 年起胡智敏女士(Miss Gertrude E. Hodgman)擔任校長，爲維持護理教育

水準，將入學程度提高，考生不但需要高中畢業，且要在設備完善的大學及

指定之基礎學科肄業一年以上，並具備英文會話、閱讀能力者，才能報考協

和醫學院。 52
 學生如在設備完善之大學肄業兩年半以上，修滿護理科課程

後，除獲得護理科所發「護士」證書外，尚有其原來大學所發給的「學士」

證書。 

此外，協和護校相當重視師資培育，除了基本護理的專職師資外，尚聘

                                                        
49  朱寶鈿(1988)，頁 26。 
50  Kaiyi Chen (1996), “Missionaries and the Earlt Development of Nursing in China,” Nursing 

History Review, 4, 130-133. 
51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是 20 世紀初期美國醫學教育改革的重要案例，它融合歐陸、英國

與美國國內醫學教育之優點，強調須接受高等教育後才可進入醫學院就讀；醫學專業教育

包含實驗、科學研究與臨床教學。Mary Brown Bullock (1980),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 Pec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4-47. 
52  筆者認為此規定應是受美國醫學教育採學士後醫學教育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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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專科教師，以強化病房行政管理、病房實習，以及公共衛生實習。53
 當時

爲了讓理論與實際相符，協和護校校長兼任護理部主任，各科護理教師兼任

醫院護理長，學校課程的實習教室設備、護理技術操作規範，及病歷紀錄等，

也都與病房一致，其目地在於使學生進入醫院實習或工作時不感陌生，可縮

短適應期。54 

綜合上述，清末以來宣教士在中國各地成立醫療院所。1900 年之前，傳

教士所成立的診所規模小，都是附設在教堂裡的診療所。1900 年之後規模逐

漸擴大，多因應照護人力的需求，許多教會開始派遣專業護理人員至中國服

務，同時也在醫院附設護校訓練中國籍護士。1900 至 1915 年間，英美教會

辦理的護士學校有 36 所，但學生人數甚少。至 1936 年，中國的護士學校已

達 178 所，其中若屬於教會系統者，自訂教學內容與方法，但需經中華護士

會認可，其護理教育可說是獨立於中國政府規定的護理教育系統之外。55 

(二) 日治時期的臺灣護理 

日本治臺初期，僅有新樓醫院、馬偕醫院與彰化基督教醫院擁有受過訓

練的護理人員，因此臺灣總督府在成立臺北病院後，設立看護婦養成所訓練

護士。簡言之，日治時期的護理教育是在醫院開班授課，而非由教育單位管

轄的護理學校完成。日治初期接受護理訓練者均是日籍女性，1907 年之後，

由於臺北病院的臺籍病患逐漸增多，日籍護士因種族與語言的隔閡，不易照

顧臺籍病患，因此於 1907 年開始招收臺籍女性。56
 除了臺北病院外，總督

                                                        
53  聶毓禪(1987)，〈協和醫學院護士學校的變遷〉，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編)，《話

說老協和》，頁 197-198，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54  尹裕君、李選(2000)，《陳路得先生訪談記錄》，臺北：中華民國護理學會，頁 4；馬鳳歧、

張曼玲(2000)，《楊友鳳先生訪談記錄》，臺北：中華民國護理學會，頁 8；尹裕君、李選、

張淑容(2000)，《林菊英先生訪談記錄》，臺北：中華民國護理學會，頁 10-12；余道真(1977)，

〈中國護理教育之起源與發展〉，《護理雜誌》，24，頁 40。 
55  劉燕萍、霍杰(2001)，〈中國護理的世紀回眸(一)〉，《當代護士》，5，頁 14。 
56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1913)，《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第 16 回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醫

院，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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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所屬之公立醫院、鐵道醫院、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以及教會所屬的醫

院，均設有護理訓練課程。概觀日治時期，取得正式護士資格的管道有三：

一是總督府所屬醫院下設立之看護婦畢業者；二是通過總督府舉辦之檢定考

試；三是總督府認定之私立醫院所舉辦之看護婦養成所畢業者。入學資格方

面，1928 年之前大抵是 16-28 歲之識字女性，身體強壯、個性溫和、品行端

正無家累者，均可報名。57
 1928 年之後，因臺籍女性就學率增加，投考者至

少須具備公學校高等科畢業之資格。58
 至 1940 年止，擁有正式看護婦資格者

之臺籍護理人員僅有 120 人，日籍者有 229 人，可見護理人數相當短缺。59 

日治時代的護理人員訓練是以培養醫師的助手為主，課程內容主體為疾

病。1913 年以前，看護婦的修業年限只有一年，所學以基本護理學科為主。

1913 年之後，修業年限改為兩年，所修科目較為繁複，除了護理科目外，看

護婦被認為應該溫柔和順、品行端正、言行周到、不分病患之貴賤，與以同

等對待，故德育養成與精神涵養亦是授課內容之一，因此安排修身、英語等

課程。60
 夜間則有書法、插花、茶藝、裁縫等選修課程，聘請專業教師在夜

間教導。平日教學師資來源除了醫師外，尚延聘校外名士或宗教家到校演

講。61
 對於這些課程學生的評價是，「對於日後的工作有極大幫助，它陶冶

性情、穩定心情，讓人可以處事不急躁，臨危而不亂」。62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課程均教導學生如何成為好助手，卻未教導學生如何照顧好病人。63 

                                                        
57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1909)，《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第 12 回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

醫院，頁 270。 
5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1939)，《臺灣の衛生──昭和十四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

局衛生課，頁 67。 
59  丸山芳登(1957)，《日本領時代に遺した臺灣の醫事衛生業績》，頁 113，橫濱市：作者自印；

卞鳳奎紀錄(1996)，〈臺北醫護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直字 118 期，頁 15。 
60  佐藤會哲(1932)，《臺灣衛生年鑑》，臺北：臺衛新報社，頁 251-252。 
61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1913)，頁 35。 
62  卞鳳奎紀錄(1996)，〈臺北醫護座談會個別訪問錄：訪問林陳墨妍女士〉，《臺北文獻》直字

118 期，頁 31。 
63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G2, Series 1946 Sub-series 605, Box 348, Folder 2359.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Sleepy Hollow, New York (hereafter designated RAC). 



臺灣護士形象的源起與建構：以《護士季刊》為案例的分析 

．273．  

除了日式護理教育外，新樓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與馬偕醫院，均設有

訓練課程，這些醫院的護生入學資格較寬鬆，僅須公學校以上學歷即可報

名，授課師資均為外籍傳教士醫師，教材亦由外籍醫師或護士以羅馬字拼音

編寫而成，每年大抵培養十人左右。64 

醫院內的看護婦，依其職級可分為看護婦長、看護婦副長、看護婦以及

見習看護婦。看護婦長主要是遵從院長命令，管理看護婦與病室，其工作內

容包含看護婦、見習看護婦的出勤狀況與行為管理，病室環境衛生監督，執

行院方交辦事務與命令的傳達，其行為舉止必須為看護婦之楷模。一般而

言，每一病室設一看護婦長，受院內各醫局主任(醫師)的監督。臺灣總督府

府立醫院對於看護婦有其管理辦法，看護婦必須嚴格遵守。這些規定首要在

規範看護婦的行為，其次才是與照護工作相關事項。例如，1909 年(明治 43

年)臺灣總督府新竹醫院制定的看護婦規程，要求看護婦必須遵守的規定共

25 條，前 5 條規定都是與看護婦的行為有關，包含看護婦要博愛廉潔，對待

病患不得有貧賤之分；不得高聲談話、歌唱，有違風紀；制服要保持乾淨，

不可污穢；頭髮與衣服要整齊樸實，姿態優雅，不須在服裝上競美；注意脾

氣。第 6 至 14 條則是規定看護婦必須協助醫師診察；準備醫療物品；勸止

病患不良行為；不得收受病患贈與物品、管理病患財務；第 15 條至 25 條則

與看護婦生活有關，如公私物品不得混雜；強迫住宿，每早必須整理內務；

準時上班；不得與人在寢室內會面；外出時必須登記；衣物寢具須放至規定

場所，不可在醫院和宿舍的庭園與走廊亂丟垃圾。65 

此外，尚規定看護婦須著制服，見到院長、醫局長、醫生、看護婦長需

「敬禮」，看護婦間需行「相互禮」。若遵守規定，表現優良的看護婦可能得

到獎狀等獎賞，若違規且有損醫院顏面者，依情節輕重給予苛責、禁足或免

職的懲罰。各臺灣總督府立醫院的看護婦，必須遵守臺灣總督府在明治 43

                                                        
64  游鑑明(1994)，頁 376-377。 
65  臺灣總督府新竹醫院(1912)，《臺灣總督府新竹醫院一覽》，出版地不詳：臺灣總督府新竹醫

院，頁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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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定的看護婦規程，此規程的內容除了上述的規定外，也提到看護婦的上

班時間兩班制，早上 6 點和下午 6 點為交接班時間。平時不得外出，假日也

僅可在早餐後至下午 5 點間外出。66
 看護婦的上班時間 1920 年代有些許改

變，例如臺北醫院已經出現三班制的規定。67
 各醫院對看護婦的規定是大同

小異，當然也有些許差別。例如臺北醫院規定看護婦的言語動作必須柔順溫

和，不得違背女德，也規定執勤須束髮穿著制服。68
 臺南醫院院方認為「看

護適當與否，與治療有直接關係，因此看護婦必須時常保持注意，堅忍不拔

以善盡其職」。69
 臺中醫院與臺北醫院在 1920 年代之後，對於違反看護婦規

程的看護婦相當嚴格，只有譴責與免職兩種。70
 其它府立醫院的禁足約一週

至一個月，赤十字醫院相對較短，禁足的懲罰只有一週。71 

綜合上述，由於日治時期看護婦的訓練是以培養醫師的助手為主，未強

調護理的專業性，再加上禮節與階層的講究是日式看護婦教育的重要一環，

造成大部分看護婦唯唯諾諾的習慣。日治時期一般人對於看護婦的態度，致

使戰後初期臺灣護士地位低落，這種先侍奉醫生再服侍病人的惡習，不但破

壞護士制度的精神，也造成醫師、病人與社會大眾對護士的誤解。72
 看護婦

的形象也與前述中國護士努力爭取成立學會，發行刊物的樣貌不盡相同。 

                                                        
66  臺灣總督府臺中醫院(1935)，《臺灣總督府臺中醫院院務要覽》，出版地不詳：臺灣總督府臺

中醫院，頁 25-28。 
67  此三班制的上班時間分別為早上 6 點至下午 6 點、下午 6 點至半夜 12 點、半夜 12 點至早

上 6 點。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1921)，《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第二十三回年報》，臺北：臺灣

總督府臺北醫院，頁 50。 
68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1900)，《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第三回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醫

院，頁 12-14。 
69  臺灣總督府臺南醫院(1916)，《臺灣總督府臺南醫院概要》，出版地不詳：臺灣總督府臺南醫

院，年，頁 67-72。 
70  臺灣總督府臺中醫院(1935)，頁 28；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1921)，頁 50。 
71  日本赤十字會臺灣支部醫院(1914)，《日本赤十字會臺灣支部醫院一覽》，出版地不詳：日本

赤十字會臺灣支部醫院，頁 29。 
72  游鑑明(1994)，〈日據時期的臺籍護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頁 375；游

鑑明訪談(1994)，《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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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護士季刊》中的護士形象 

1943 年 11 月的開羅宣言確定了臺灣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歸還給中華民

國。1945 年 8 月蔣介石命令陳儀接收臺灣，並採行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行政長

官制度，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權於一身，進行全面性

的接收。在接收的過程中，臺灣人的期待與國民政府的實情差距太大。陳儀

用人不當、冗員充斥、失業、通貨膨脹、傳染病再度流行等問題，不斷衝擊

民眾生活，進而發生 1947 年的 228 事件。228 事件之後弱化本土領黨階層，

省籍矛盾形成。73 

1949 年國共內戰的結果，使得國民黨政權撤退至臺灣，中美關係也產生

變化。然而 1950 年韓戰的爆發，改變了臺美關係，臺灣成為東亞冷戰防衛

圈的重要一環，美國決定自 1951 年起援助臺灣，這些援助包含了軍事、經

濟、教育、醫療等面向。74
 這些歷史的發展相當程度之內影響戰後臺灣的護

理專業。1950、60 年代，因臺灣護理人力不足，護理教育係以技術操作為主，

強調其專業性與職業性。75
 而作為學會的專業刊物，《護士季刊》扮演會務

訊息流通，以及提升護理專業的任務。復刊初期的《護士季刊》以會務訊息

流通以及當時會員活動報導為主，自第 3 卷第 2 期始，出現不同的專欄，而

刊登的文章內容也逐漸走向醫護專業知識的介紹。從歷期刊登的文章內容，

歸納出護士形象大抵有以下三大類：賢妻良母；犧牲奉獻、愛心與同情心；

聰明與專業。 

(一) 賢妻良母 

根據歷史文獻顯示，無論是西方或華人社會早期均有男性擔任照護工

                                                        
73  若林正丈著(2014)，臺北：臺大出版中心，頁 48-59。 
74  若林正丈著(2014)，頁 64-92。 
75  鍾聿琳(1993)，《護理學程層級與護理能力層級(第二集)──臺灣護理業界對護理技職教育各

層級畢業生專業能力意見之調查》，臺北：國立臺北護理專科學校，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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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護理並非具有特別的性別意涵。76
 南丁格爾為了替當時中上階級女性尋

求一份工作，因此主張利用女性特質來協助她們，護理因而成為最佳選擇，

具有相當的正當性。故自南丁格爾之後，西方護理工作均由女性來擔任。 

傳統中國社會對於女性存在許多刻板印象，女子多被教導成為賢妻順

婦，希望博得丈夫歡心與翁姑讚賞。77 1920 年代之後，臺灣女性意識開始

萌芽。以《臺灣民報》為例，當中出現許多關於婦女參政、婚姻、教育、經

濟之言論，婦女解放運動也開始出現。78
 同時，由於總督府廢纏足、興女學

之政策，臺灣女性的生活空間逐漸變大，婦女開始投身職場，雖然大多侷限

在護士、助產士、教師、女工及服務性質之公車車掌、交換姬(電話接線生)、

女給(女招待)等職務，但已呈現出新興氣象。79 

日治初期臺灣士紳經由參與總督府獎勵下之內地觀光，發現了文明新女

性形象，其理想中之新女性，被期待扮演賢內助的角色，須接受教育獲得近

代知識，協助男性的家庭與事業。因此，贊成女子受教育、主張男女平等者，

仍大多固守傳統男主外、女主內之觀念，認為女子讀書後方能有良好之婦

德，才能興國齊家、強國強種，在此基礎上即可尊重其人格，並非鼓勵女子

與男子齊頭並進。80
 此種看法一如中、日、韓三國之知識分子，當國家面臨

加入近代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之課題時，認知到唯有新式婦女之參與，方能建

立現代化之國家。不過，他們期待的新式婦女角色卻是以優秀母親的身分來

撫養並教育兒女，以培養良好國民之「賢妻良母」，因此才重視婦女教育，

藉以灌輸婦女足夠教育兒女之知識與教養。81 

                                                        
76  劉仲冬(2006)，頁 7。 
77  林麗月(1998)，〈孝道與婦道：明代孝婦的文化史考察〉，《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6，頁 7。 
78  楊翠(1993)，《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時

報文化，頁 329、349。 
79  游鑑明(1988)，《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頁 216-217。 
80  洪郁如(2000)，〈日本統治初期士紳階層女性觀之轉變〉，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

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頁 255-281。 
81

  陳姃湲(2005)，《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臺北：稻

鄉出版社，頁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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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護士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或將兩者相連結的論點，已見於民國時

期與日治時期臺灣的報章雜誌。例如《護士季刊》的前身，於 1947 年在南

京出刊的《中國護士季刊》，刊載〈「五一二」護士節感言〉，將護士比喻成

醫院中的主婦或母親。 

 

護士在醫院中，像一個主婦或母親，因為病人的需要正像一個幼兒的

需要，是極其細緻的。如果醫院中沒有好的護士，就如同家裡沒有母

親一樣，因為醫院是病人的家，醫院的物資與精神的幸福正如在家庭

中的幸福，護士要像母親和主婦負著大半的責任。82 

 

而在本文的結語，作者更大聲疾呼： 

 

中國的母親們為自己子女選擇職業時候，不要忘記護士職業，希望有

一天，所有的母親都是護士，使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國家及人類都能

得到最科學而崇高的愛護，只有在這純正無私的愛護中，纔能生長自

由。  83 

     

(二) 犧牲奉獻、愛心與同情心 

犧牲奉獻、愛心與同情心應該是一般人對護理人員的刻板印象，羅家倫

在《護士季刊》在臺復刊的第一期，特別提到希望護士要帶著最甜蜜的笑容，

並將護士的微笑與愛人的微笑相比，他認為愛人的微笑會引起激盪的愛情，

但護士的微笑帶來寧靜的安慰，這就是護士工作的價值。84 1953 年，前北

平協和醫學院護士學校校長胡智敏女士(Miss Gertrude E. Hodgman)，應聯勤

總司令部與內政部邀請，至國防醫學院講學並擔任中央衛生實驗院護理顧問

                                                        
82  王琇瑛(1947)，〈「五一二」護士節感言〉，《中國護士季刊》，2，頁 32。 
83  王琇瑛(1947)，頁 34。 
84  羅家倫(1953)，〈懷著觀世音的心腸達到安琪兒的使命〉，《護士季刊》，1(1)，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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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職。她建議臺灣護理教育應提高至高中畢業程度，其中一理由是： 

 

護理工作以服務人類為目的，故其任務紛繁，職責繁重，關於病人之

生命安全與否，大部分端賴護理工作人員能否體貼審慎、沉著負責、

任勞任怨、犧牲服務。按現制初中畢業生投考護校年齡均在十五六歲

之間，天真活潑，稚氣未脫。……如能提高至高中程度，則身心方面

較為成熟，對人對事之責任心亦較重大。85 

 

胡智敏女士認為初中畢業生年紀尚幼，無法做到「體貼審慎、沉著負責、任

勞任怨、犧牲服務」，因此請求提高護理教育的入學年齡，此說明體貼審慎、

沉著負責、任勞任怨、犧牲服務等也是身為護理教育專家的胡智敏女士所認

為是好護士的必備條件。 

「同情心」也被認為是護士必備的條件之一，亦是病患對護士的期待，

「同情心」是否可以被訓練或驗證呢？〈護士如何保持其同情心〉一文提到，

所謂的同情心並非「真可憐啊！我們應該同情他」，而且因工作環境的影響，

護士面對病痛視為家常便飯，因此如何訓練同情心呢？根據該文的說法，應

該「下功夫研究病人」，要利用護理病人時，多與病患交談，探討病患的內

心反應，讓護士可以衷心理解病患的痛苦，並加以溫言安慰。除了研究病患

心理與社會背景，還要「尊重病人」，容忍他的暴躁，切忌公開反對病患的

意思，應以和顏悅色的態度規勸。隨時保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態度，

病患自然感受到同情心。86 

蔣宋美齡女士在南丁格爾的紀念活動上，也提到不是每個年輕女性都可

以成為好護士，除了身體健康外，要能忍受艱苦的訓練，嚴格遵守醫師的指

示，更重要的是要能盡心盡力毫不自私的為人服務。87臺北護專校長朱寶鈿

                                                        
85  不著撰者(1953)，〈胡智敏女士來臺對護理教育之重大貢獻〉，《護士季刊》，1(1)，頁 40。 
86  郝志芳(1953)，〈護士如何保持其同情心〉，《護士季刊》，1(2)，頁 24-26。 
87  不著撰者(1955)，〈蔣夫人致詞勉我護界人士〉，《護士季刊》，2(4)，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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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在 1958 年護士節紀念大會上則希望每位護士打開自己的心房，看看

自己的內心，她認為護士的內心應該「充滿慈愛、同情、容忍、犧牲、有堅

定的信念、克服一切困難、勇往直前，為人類幸福而奮鬥」，且不要忘記「為

人」、「忘我」是護士的天職。88蔣宋美齡女士在 1958 年的護士節紀念大會訓

詞，也不脫此態度： 

 

目前臺灣從事護理事業的婦女，數量不多，在各醫療機構服務的護理

人員，工作既甚繁重，生活亦極艱苦，所幸能忍苦耐勞，不憚寒暑，

不分晝夜，無不殫精竭力，辛勤盡瘁，愛護傷患，更因求過於供，率

多兼籌並顧，真能實踐總統訓示「以一人而作十人之事」。我誠摯希

望護士姊妹們發揮『能力大者為千百萬人服務』的精神，為人類解除

痛苦，為世界謀求幸福，在此繼往開來的邁進時期，毋忘南丁格爾女

士傳給我們的偉大永遠的燭光，照耀在我們的身心，立業立功，互相

策勉。89 

 

臺大校長錢思亮也非常支持此看法，他認為： 

 

一個從事護理工作的人，特別需要寬容博大的服務精神，必須以充份

愉快的工作情緒，絕對的利他胸懷，去順利達成自己的任務。所以護

士的專業訓練，不僅是技術的訓練，品性的涵養更為重要。90 

 

這些對護理工作者要求具備犧牲奉獻的精神，與臺灣當時處於冷戰、國

共對立的政治環境有極大關係，蔣宋美齡身為國母，其發言深具宣示作用。

但具備護理教育身分者的朱寶鈿等人，仍要求護士要有犧牲、奉獻等精神，

                                                        
88  朱寶鈿(1958)，〈護士節的啟示〉，《護士季刊》，5(2)，頁 4。 
89  不著撰者(1958)，〈蔣夫人訓詞：一九五八年護士節〉，《護士季刊》，5(3)，頁 1。 
90  錢思亮(1958)，〈認識南丁格爾精神〉，《護士季刊》5(2)，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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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不僅是宣示作用，反而是對護士的行為要求。 

臺灣省立臺北護理助產學校校長夏德貞在親自教授「護士倫理」課程

時，她以「白衣天使、黑衣魔鬼」來要求護理人員在工作時務必小心謹慎，

為病人服務時，若有所差錯，就是從天使變成魔鬼，護理工作疏失、對待病

人態度不佳，沒有愛心和同情心，就是魔鬼的表現。91 

臺南護校校長李美利在 1966 年出版《護理倫理》一書，在自序中提及： 

 

如果回顧護理工作的興起與發展，完全是基於「愛人如己」的精神，

由修道院中的修女們以「犧牲自己，服務他人」的信念倡導而起的，

出發點是起於「同情心」和「愛心」。所以護理人員的親切、和藹、

認真、負責，似乎是應具備的當然條件，並且應當從每位護理人員的

工作上表現出來。……如果每一位護士都能真正的忠於自己的職業，

真正以「愛人如己」的熱誠來服務他人，不計較一切環境的不合理因

素，以最高度的忍耐力和最大的同情心，去為那些需要服務的人的服

務。我想，久而久之，不合理的環境會慢慢變成合理，醫師們的鄙視

和壓力也會被感動的消失，社會上的評論自然會向好轉，當然護理人

員也就會受到社會上的重視了。92 

 

護理科系學生特有的加冠典禮，也強化了護士犧牲奉獻的形象。所謂的

「加冠」是指護理科系學生通過基本護理技術的學習課程後，進入醫院擔任

實習護生之前，所舉辦的重要儀式。通常各校與五一二護士節慶祝大會合併

舉行，各校加冠過程大同小異，報紙也會加以報導。典禮進行除了邀請重要

社會人士蒞臨外，如何再現南丁格爾的精神是該典禮舉辦的重點。會場的佈

置必定有身穿護士服，手持燭光的南丁格爾雕像。加冠的過程是穿著實習服

                                                        
91  龐平蘋(1998)，〈白衣夢圓〉，國立臺北護理學院(主編)，《北護五十年》，臺北：國立臺北護

理學院，頁 104-105。 
92  透過全國圖書資訊系統，搜尋到此書是目前全臺僅存最早的護理倫理書籍。李美利(1966)，

《護理倫理》，臺南：作者自印，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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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護士，依序走向在舞臺等候的師長，由身穿護士服頭戴護士帽的師長們，

將全新的護士帽以髮夾固定於護生頭髮上。之後，護生手持白蠟燭，師長再

用其手中的燭火點燃護生的白蠟燭。待全部護生完成此過程回到座位後，在

師長帶領下，舉起右手宣讀南丁格爾誓詞： 

 

余謹以至誠，於上帝及匯眾前宣誓：終身純潔，忠貞職守，盡力提高

護理職業標準，勿為有損之爭，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藥，慎守病人及

家務之秘密，竭誠協助醫師之診治，務謀病者之福利。謹誓93 

 

整個加冠過程簡單隆重，輕輕的白色護士帽代表著重大責任的傳承，而

手中逐漸燃燒的燭光，正是護士必須要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寫照。94此外，

加冠典禮或護士節紀念大會的來賓致詞或演講，如前述的臺大校長錢思亮，

一再提及南丁格爾精神與犧牲奉獻的態度。當時中國護士會理事，臺大護理

系第一任主任余道真，在紀念大會時也特別以「南丁格爾女士生平事蹟」為

題，講述南丁格爾的家世，強調她在六歲時即立志以一生之精力與天賦之才

能，從事於服務人類，為人類謀求幸福與安全之實際工作，在戰地服務期間

事必躬親，每日服務 20 小時以上，是犧牲服務之最佳寫照。95上述的說法或

加冠典禮的過程論述，都刊登於《護士季刊》，無形中使護理人員需犧牲奉

獻、刻苦耐勞的觀念深植於讀者心中。 

(三) 聰明、專業 

南丁格爾除重視護理內容的改進，也認為護理教育在護理專業人才的培

育上扮演重要角色。她曾說過： 

 

                                                        
93  不著撰者(1958)，〈南丁格爾女士誓約〉，《護士季刊》，5(2)，頁 2。 
94  盧瑞枝(1959)，〈蠟燭〉，《護士季刊》，6(2)，頁 101-102；吳麗珠(1959)，〈憶加冠〉，《護士

季刊》，6(2)，頁 102-103。 
95  余道真(1958)，〈南丁格爾女士生平事蹟〉，《護士季刊》5(2)，頁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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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護理的教育與工作上，我們最需要的是較高品質的女性，這種女性

經得起訓練瞭解醫院看護裡的各種細節，而且能夠承擔組織責任，與

能夠執行所託付的權力。96 

 

換言之，護士不僅是照護病患，同時必須是擔負教育者與行政管理者的

角色。1954 年，中國護士學會理事長徐藹諸女士(來臺後先任中央衛生實驗

院護理組長，後任臺北護專校長)為文〈為近代科學護理而努力〉紀念南丁格

爾女士，她特別提及護理工作不是單純的照顧病人，一切都是科學的應用。

她將近代護理分為兩大類，一是疾病護理，另一是公共衛生護理。前者包含

病人環境管理、力求病人的舒適清潔與安全、協助醫師進行疾病的診斷與治

療，以及衛生指導；後者包含衛生教育、推行各項保健工作、協助傳染病的

預防與管理，以及協助解決社會的問題。徐藹諸認為這些工作內容都必須有

深厚的醫學與科學作為基礎，因此在此文中強調護理的科學性與專業性的重

要。97 

1954 年任教於國防醫學院護理系的余道真女士，也強調護理的專業性。

她主要從以下三個面向來論斷護理的專業性：一是護理具有一套的專門技術

與學問來執行其業務；二是護理專業的訓練需要透過一套專門化的教育來傳

授；三是護理可擴充其知識與學問，並利用各種方式達到教育與工作的改

革。因此，余道真在《護士季刊》撰文紀念南丁格爾女士時，她強調要遵從

「南丁格爾精神」──堅忍、愛人、利他、犧牲奮鬥，也注意到南丁格爾女

士對於軍隊衛生、護理事業革新、護理教育的創立、醫院行政、環境衛生以

及生命統計等方面的專業活動。98 

如同余道真所言，護理教育是護理之所以成為專業的重要原因，然而

1950 年代部分民眾對於護理人員的印象可能仍停留在日治時期，例如：幫醫

                                                        
96  南丁格爾原著、張文亮編譯(2004)，《南丁格爾手記 2》，頁 63，臺北：校園書房。 
97  徐藹諸(1954)，〈為近代科學護理而努力〉，《護士季刊》，1(4)，頁 8-10。 
98  余道真(1958)，〈南丁格爾女士生平事蹟〉，《護士季刊》，5(2)，頁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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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打掃、倒水、病房裡的清潔婦等不良印象，部分民眾甚至認為女性擔任車

掌或售貨員，比女護士更佳。99
 因此，《護士季刊》自 1958 年起多次介紹當

時臺灣護理學校，包含臺灣大學護理系、100
 國防醫學院護理系、101

 臺灣省

立臺北護專 102等學校的課程，讓讀者與社會大眾了解護士並非清潔婦、女

傭，而是經過一套完整知識訓練的專業人士。 

臺大護校學生，筆名「慧」的投稿文章，可以作為本節結語之呼應。這

篇「怎樣預備做一個好護士」一文中，認為一個好護士要有三個條件，第一

是，必須是善良的人，在做人方面要誠實可靠，要有責任感與正義感，堅守

崗位，不可越權，態度須和藹謙虛有禮。第二條件是須有良好的護理教育與

技術訓練。第三是要有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與捨己為人的精神。103
 賢妻良

母、犧牲奉獻、愛心、同情心、聰明與專業等特質，不僅是護理界倡導的護

士形象，甚至成為護士們對於「好」護士的認同。 

五、好護士等同於好太太、好媽媽 

無論是民國時期或 1950 年代之後的臺灣，南丁格爾女士是個重要的典

範人物，在此先對南丁格爾作一簡介。她係義大利出生之英國人，父親為布

爾喬亞階級，家中成員尚包含母親與一位姐姐。南丁格爾的母親、姐姐與大

多數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相似，性格壓抑、重視道德，非常顧忌他人的看

法，行為舉止務求莊重體面。此時期典型的女性形象是迷人優雅、柔弱無助、

善良虔誠、自我犧牲，以丈夫為中心，聽從丈夫之言，最重要的是純潔。104 

                                                        
99  不著撰者(1951)，〈團長的女兒：記一個偉大的志願〉，《聯合報》，第 8 版，(1951 年 12 月 1

日)。 
100  高進興(1958)，〈護理教育簡介(一)臺大醫學院護理系〉，《護士季刊》5(2)，頁 39-46。 
101 編者(1958)，〈護理教育簡介(二)國防醫學院護理系〉，《護士季刊》，5(3)，頁 40-44。 
102  徐藹諸(1958)，〈護理教育簡介(三)）臺灣省立臺北護理專科學校〉，《護士季刊》，5(4)，頁

29-34。 
103  慧(1958)，〈怎樣預備做一個好護士〉，《護士季刊》，5(4)，頁 35-36。 
104  一家一戶是維多利亞社會的基本單位，家裡奉行家長獨裁，男主人的角色是父親、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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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爾在 1837 年決定終身奉獻給病人。1854 年 3 月克里米亞戰爭爆

發，她主動請纓至土耳其戰地醫院服務。1860 年，南丁格爾護理學校成立，

她被譽為護理事業的創始者和護理教育的奠基人，此時她發展出統計方法，

紀錄衛生情況與死亡率的關係，致力於病房衛生環境之改善，降低病人的死

亡率。105 

19 世紀西方醫學理論以「瘴氣論」為主流學說，南丁格爾也深信不疑，

認為環境清潔是解決疾病的重要手段，因此重視病房清潔。另外，南丁格爾

護理工作內容包含病人本身的護理、病人環境的護理、協助醫師診斷及治

療、預防保健及衛生教育工作；強調護士應接受基本學理、技術訓練、精神

紀律的訓練；護士應有自己一套行政管理系統，應設置護士主任與護士長，

同時護理人員應該未婚，無家累，醫院應備有護士宿舍，讓護士得以全心全

意照顧病人。南丁格爾的所作所為，擺脫世俗的束縛，可說是當時的時代新

女性，也奠定現代護理制度之基礎。106 

1950 年代臺灣護理界將南丁格爾女士在克里米亞戰爭的護理服務、建立

護理學校視為重要的護理改革。107南丁格爾的護理改革是維多利亞時期中產

階級的女性革命，無論周美玉、陳翠玉、鍾信心、余道真等人，她們面臨的

                                   
一家之主、監護人、家庭紛爭的仲裁者。而女主人的角色是忙進忙出的母親、妻子、主婦

與安琪兒。女性不需擁有智慧，必須處於從屬地位，要顯示並炫耀丈夫或父親使她享受豪

華、舒適與休閒生活的能力。關於維多利亞時期的家庭、女性與社會關係，可參閱艾瑞克．

霍布斯邦著、張曉華等譯，《資本的年代》(臺北：麥田出版，1997)，頁 362-366。 
105  劉盈君(2014)，〈護理科學文本如何形塑護理專業中的性別隔離〉，《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

1(1)，頁 62-67。 
106  傅大為(2003)，〈再會吧，南丁格爾精神〉，《當代》，190，頁 80-87；馬鳳岐(2002)，《傳光：

南丁格爾的精神與志業》，臺北：華杏；Robert Dingwall (1988), “The New Model Nurse,” in 

Robert Dingwall (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Nursing, London: Routledge, 

Chap3, 35-47。 
107  已有研究指出南丁格爾的護理改革強調環境清潔重要性是奠基於瘴氣論，無法接受 19 世紀

末發展出來的微生物致病說，而南丁格爾所謂的協助當時女性走出家庭進入社會，並未包

含黑人女性。Lynn McDonald (2014), “Florence Nightingale and Mary Seacole on nursing and 

health car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70(6), 1436-1444. doi: 10.1111/jan.1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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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期與社會環境對應護理的態度，與南丁格爾當時的處境頗為類似。她

們的作為被蔣宋美齡女士，以及 50 年代的報紙稱為是中國與臺灣版的「維

多利亞女性」。108
 依據上述，周美玉等人被稱為是「臺灣版與中國版的維多

利亞新女性」，是因為她們努力讓護理工作在 1960 年代之後逐漸被臺灣社會

接受。1962 年臺灣的護校有 6 所，至 1981 年則有 28 所，護校成為許多年輕

女子最喜歡的選項。109
 雖然臺大護校在 1950 年 3 月成立時，曾招收 10 名男

性學生以因應泌尿科、精神科及手術室工作，然因宿舍與課程安排問題，第

二屆以後不再招收男性。 110
 而胡智敏提高護理教育層級的說法，雖然讓

1950、60 年代臺灣初、高中女畢業生獲得專屬的升學管道，但是相當程度之

內強化了「護理是讓傳統女性走出家庭」、「應該利用女性特質讓女性在社會

得以獲得一地位。」等觀念，讓護理科系只招收女學生的情況存在數十年之

久。111 

另一方面，目前尚無法全面得知 1950 年代護理學校的課程是如何教授

南丁格爾的相關事蹟，若以《護士季刊》作為初步觀察的對象，發現每年南

丁格爾紀念日進行相關紀念活動，當時來自協和體系的余道真、徐藹諸等護

                                                        
108 〈在無我的職業中保持崇高傳統蔣夫人勉白衣天使〉，《更生報》，第 1 版，1955 年 5 月 13

日；〈蔣夫人書勉護士發揮南丁格爾偉大精神望保持崇高傳統〉，《聯合報》，第 1 版，1955

年 5 月 13 日；劉仲冬(2006)，頁 17。 
109 Mamie Kwoh, Wang (1982), “Evolution of Nursing in Taiwan: Leaders, Goals, Achievements,” in 

ABMAC(ed.), The Future of Health Services, Taipei: ABMAC, 145. 
110 〈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關於准予該校附設醫院附設高級護士職業學校呈(1949 年 8 月 1

日)〉，收於陳雲林主編(2007)，《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北京：九州出版社，頁 2-14；楊

思標(1985)，《楓城四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頁 109；不著撰者，〈護理教育現

況〉《護士季刊》，1(2)，頁 37-38。臺大護校第一屆招收 10 名男護生，九名男護生完成學業，

並留院服務。 
111 有關於南丁格爾的歷史評價，可參閱 Hugh Small 的精采討論，他的研究除了呈現南丁格爾

精采的一生，同時指出因南丁格爾致力於初級照護、預防衛生和公共衛生等，對於維多利

亞時期英國人的平均壽命得以延長，有重要的貢獻。另外，傅大為、林芳玫等人對於南丁

格爾的犧牲奉獻形象，也都有新解釋。Hugh Small (2013)，Florence Nightingale: Avenging 

Angel, London: Knowledge Leak；傅大為(2003)，頁 80-87；林芳玫(2003)，〈南丁格爾的多重

面貌：SARS 事件中的護理形象省思〉，《婦研縱橫》，67，頁 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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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界前輩的講詞或文字，偏重於強調南丁格爾護理事業的科學性與專業性，

弱化其犧牲奉獻的形象描述。然而有趣的是，一些社會人士、政府官員的致

詞多希望護理人員要效法南丁格爾「犧牲奉獻」、「利他」、「愛人」、「忍耐」

的作為。112
 而這種南丁格爾的護士形象在 1950 年代已經深化在當時的學生

心中，可由 1959 年中國護士學會舉辦的護士節徵文比賽見端倪。 

此次徵文比賽第一名係〈我對護理的認識〉，作者為嘉義師範學校一年

級學生，在此篇文章裡，作者認為如果要效法偉人的作為，「護理」是一值

得投入的工作，因為護理人員不僅要精通醫藥和熟悉護理技術，同時要有捨

身服務、和藹可親的精神。作者認為「護理」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作，從事

護理工作者需要犧牲自己，為病患付出青春，埋頭苦幹，還要有同情心及博

愛與仁慈的態度，效法「南丁格爾精神」，不斷充實技能，才能成為時代女

青年。第二名與第三名的得獎論文也是以同樣的論點，強調護理工作的辛

苦，期勉護士要繼承南丁格爾博愛與勞苦的精神。113 

而從《護士季刊》的「護生園地」專欄，多位護生提到要承擔護理工作，

除了要有扎實的學識基礎，更重要的是要有極大的耐心、仁慈寬大的胸懷，

即使面對無理取鬧的病人也要一視同仁，永遠要有天使般喜悅的臉龐與親切

慈善的微笑。114
 更有學生學習護理兩年之後，認為神聖的「白衣天使」工作

需具有高深學問、熟練技術、還要有任勞任怨、勇敢犧牲小我、博愛、科學

                                                        
112 皮以書(1959)，〈發揮博愛仁慈犧牲服務的偉大精神〉，《護士季刊》，6(2)，頁 7-10；錢劍秋

(1959)，〈永遠閃爍人間的一顆巨星〉，《護士季刊》，6(2)，頁 10-12；呂錦花(1959)，〈傚法

南丁格爾高度愛國精神〉，《護士季刊》，6(2)，頁 13-14；林淑珍(1959)，〈從紀念護士節說

起〉，《護士季刊》，6(2)，頁 15-16；陳群英(1959)，〈護士節感言〉，《護士季刊》，6(2)，頁

17-18；吳蘭軒(1959)，〈護士節有感〉，《護士季刊》，6(2)，24-25、88。 
113 許淑珍(1959)，〈我對護理的認識〉，《護士季刊》，6(2)，頁 28-31；張花香(1959)，〈護理事

業對人類的貢獻〉，《護士季刊》，6(2)，頁 31-33；韓安嬉(1959)，〈我對護理的認識〉，《護

士季刊》，6(2)，頁 33-35。 
114 鍾雪桂(1959)，〈如何才能承擔護理工作〉，《護士季刊》，6(2)，頁 89；成華溫(1959)，《護士

季刊》，〈懷念南丁格爾〉，《護士季刊》，6(2)，頁 90-91；蔚然(1959)，〈三育並重說〉，《護

士季刊》，6(2)，頁 91-92；鄧珍奮(1959)，《護士季刊》，〈實習有感〉，6(2)，頁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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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及服從精神。115 

前述提到胡智敏女士及 1950 年代初期臺灣護理界領導人物呼籲，應提

升護理教育至大學層級時，除了護校畢業生年紀較輕，身心較不成熟外，他

們也認為，這是增加當時高中女生進入大學就讀的機會，而且可以確保生產

技能，增加年輕女性的就業機會。116
 然而，家庭與事業要如何兼顧或取捨呢？

在 1957 年《護士季刊》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出討論，作者是來自臺北護專的

王榮美，她引述某位社會學家的說法，在當時動盪的時代，家庭的安定最為

重要，家庭的安定是依靠主婦來維持，因此婦女還是以留在家中為宜。而她

又引用婦女界前輩的看法，認為當孩子幼小時，需要母親照顧，還是不要出

來工作比較好。換言之，強調了女性應該以家庭為優先，再談事業，否則只

顧事業不顧家庭是個失敗者。117
 如果此篇文章的作者某種程度代表了當時社

會主流看法，此對於「將護理作為鼓勵女性走出家庭」的作法是一種諷刺。

因為護理人員的職業生涯短，離職率高，特別是大小夜的輪班制度，導致家

有幼兒的護士更是無法兼顧家庭，婚後離職的狀況相當普遍。118 

根據徐宗國的研究指出，有部分護理人員，甚至是護理主管，認為女性

特質的溫柔、體恤……是護理工作較適合由女性擔任的原因，而一位好護士

通常是一位好女人，因為可以照顧家人與小孩。119
 不過女性的柔弱、順服、

封閉、像媽媽照顧人的一面，反而不容易去實踐獨立自主的護理專業面。某

些護理工作者認為這是長久教育方式使然。120
 這個說法可以在以下的案例之

                                                        
115 王美智(1960)，〈從二年中認識護理事業〉，《護士季刊》，7(1)，頁 20-21。 
116 Gertrude E. Hodgman (1953), “Nursing in Formos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53(7), 

838-840. Gertrude E. Hodgman (1952) “Nurses Training in Taiwan,” ABMAC Bulletin, 14(2), 3-7. 

不著撰者，〈胡智敏女士來臺對護理教育之重大貢獻〉，頁 41。 
117 王榮美(1957)，〈家庭與事業如何兼顧〉，《護士季刊》，4(1)，頁 68-69。 
118 〈白衣天使的緋色怨終身大事困惱深多ㄚ角終身〉，《徵信新聞》，第 3 版，1959 年 5 月 12

日。 
119 徐宗國(2001)，〈拓邊照顧工作：男護士在女人工作世界中得其所在〉，《臺灣社會學刊》，26，

頁 171。 
120 徐宗國(2001)，頁 17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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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驗證。前省立竹南高中護理老師林月鳳曾紀錄她在擔任實習護生期間

在開刀房的遭遇，有一天手術完成後，醫生把病人覆布掀開，夾在覆布上的

夾子隨著醫生莫名奇妙的脾氣，向手術室四個角落飛去，然後高聲地說：「小

姐！器械在地上撿起來很有意思。」他的口氣以及在場人員看熱鬧的表情讓

林月鳳感到難堪，當她蹲下去撿器械時，淚水在眼框打轉，一直提醒自己要

忍耐。她相當懷疑自己已經儘量做好份內的工作，卻要忍受不必要的氣。在

老師收到她上述遭遇的週記後，批示著「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我們覺得有

你這樣的學生而高興，深信你能達到你我共同的心願──當個好護士」。121 

六、結 語 

護士的工作不僅是協助醫師完成醫療工作，其實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進行

溝通、協調、安撫、關懷，此與一般人認為護士的工作只是打針、發藥有一

定地距離。也就是說，護理除了護理技術外，還是一種需要人際關係技巧的

專業工作。然而這種人際關係技巧卻被認為是女性天生就會，是最適合女性

從事的工作。122 

若根據 1950 年代《護士季刊》的內容來看，除了第 1、2 卷介紹當時護

理界訊息、學校課程外，護理的專業性並未特別被突顯。第 3 卷起，雖然增

加專欄，但文藝欄、護士護生園地，歷年的護士節紀念大會報導，反而讓護

理與犧牲奉獻、關懷照顧和溫柔等行為的連結更深。123 

如前述護理工作是要面對醫師、病患、家屬與護理同仁，她們需要處理

複雜的人際關係。一位優秀的護士，須具備護理理論基礎、專業的承諾、遵

守倫理規範以及同理心等。因此，護理絕不是一個「女性比較適合」或「醫

                                                        
121 林月鳳係於 1972 年畢業於省立臺北護專。林月鳳(1999)，《她的職業是護士》，臺北：華杏

出版社，頁 12-13。 
122 徐宗國(2001)，頁 167、185。 
123 當然犧牲奉獻、愛心、同情心也是一種行為規範，不只是護理，醫療或服務業也都會被要

求須要有這些特質。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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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助手」的行業。 

一位稱職的護士不僅具備專業的知識與技能，還要有情境管理能力以及

情緒勞動的專業能力。專業知識技能如對患者的觀察、照護，對健康者或病

患提供維持健康、預防疾病等健康諮詢和依醫囑執行治療等，這些專業技能

是可以透過學校課程教學、國家考試來認定，然而情境管理與情緒勞動的專

業也是需要學習。由於過去的殖民經驗，讓臺灣社會對於護士的印象停留在

醫生助手的層級，且傳統文化的男尊女卑也影響醫護關係，導致男醫生女護

士的刻板印象，再加上要求護士要有奉獻、犧牲、服從的精神，使得這樣工

作與女性產生最直接的連結。有趣的是，深受美國現代護理影響的協和護理

人士，如周美玉、徐藹諸、余道真等護理精英，由於她們在 1947 至 1949 年

間均有留學美國的經驗，她們較少提及犧牲奉獻，反而是強調護理的科學性

以及要效法南丁格爾的行政、管理與教育表現。 

如同前述李美利與林月鳳的例子，護理教師如何傳授護士倫理與專業形

象似乎是一大關鍵。我們可以想像，當護生實習時遇到挫折，老師會用安慰

的態度對待學生，然而這種態度絕不是一味的犧牲或退讓，護理人員的服從

性、犧牲奉獻的態度，是否有助於解決問題也有待商榷。總之，從《護士季

刊》印證了當時臺灣護理界強化了某些南丁格爾的作為，使其與女性特質結

合，進而使護理成為女性獨占的行業，同時提升年輕女性的升學與短暫的就

業機會，但也因此讓社會大眾忽略了護理本質──專業性。124 

 

 

 

 

 

 

 

                                                        
124 有關於 1950 年代護士人力不足造成的密護充斥，以及醫護間的位階問題，將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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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aiwan’s Nurses: A Case from the Journal of Nursing 

(Hu Shi Ji Kan) 

 

 

Shu-Ching Chang*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modern nursing profession 

and the missionary medical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Taiwan. Although nurses 

must be educated, pass required examinations, and receive clinical training, people 

commonly believe that nurses should also demonstrate traditional feminin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miability, kindness, and patience. People also believe that the 

nurses must have an attitude of self-sacrifice and dedication to satisfy their ethical role 

as care provider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primary data obtained from The Journal of Nursing (Hu 

Shi Ji Kan) to investigate the image of nurses in Taiwan during 1950s. The Journal of 

Nursing (Hu Shi Ji Kan) was established in 1920 and was originally The Journal of the 

Nurse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53, publishing of the journal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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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pended twice, but resumed in September 1953. The journal became The Journal of 

Nursing (Hu Li Za Zhi) in 1961. A total of 8 volumes were published; they comprise the 

main documentation of the nursing profession in Taiwan in the 1950s. In addition to 

The Journal of Nursing (Hu Shi Ji Kang), this paper referenced other documents and 

data from that period to elaborate how the image of nurses were expressed in the 

nursing profession, and whether those images conflicted with the provision of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nursing care. 

 
Keywords: History of Nursing, Nursing Profession, the Journal of Nursing (Hu 

Shi Ji Kan), the Image of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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