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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對於鮮少踏出台灣的我來說，外面的新世界一直是我的憧憬，再加上大

學四年的生涯即將結束，所以得知此次有出國參訪學習的機會，就決定試著

爭取這次機會。藉由此次國外交流，想認識國外與台灣的觀念有什麼差異，

想從國外的角度看見台灣的優、缺點。 

貳、 國外參訪機構簡介  

一、胡志明市醫藥大學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Pharmacy, UMP) 

 

                                        圖1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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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圖4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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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貢醫學和藥學學院於西元1976年在西貢成立，是河內印度支那醫

學院的一個部門。西元1961年，它被分為醫學院和西貢藥醫學院，之後

在西元1964年成立牙科學院。在越南東南部的抵抗區，醫務人員培訓則

由西元1965年成立的醫學院提供。 

        胡志明市醫藥大學成立於西元1976年，是上述學校的一體化，由三

個學院組成：醫學院、藥學院、牙科學院─口腔醫學。西元1994年，成

立基礎科學學院，以便在第一學期的培訓期間為三個學院的學生提供基

礎科學教學。 

西元1998年，其擴大到包括醫學醫學院。隨後，Tue Tinh國立醫學院II

和醫學院傳統醫學系合併成為傳統醫學系。西元1999年，公共衛生學院

成立後，從醫學院和世界衛生組織司的公共衛生部門的合併和管理衛生

和公共衛生胡志明市研究所。西元2000年，大學開設醫療中心，共有

250張病床，設有現代醫療設備和高素質的員工。此醫療中心很快被其

他四個醫療中心跟踪，大學醫療中心的床位總數增加到500張病床。因

此，自西元2000年以來，該大學由上述七個學院和大學醫療中心組成。 

        西元2005年，該大學被認為是該國兩個戰略醫療培訓機構之一。大

學從本科到研究生水平的健康專業人員提供最全面的培訓。大學醫院擁

有650張床位和現代化的教學和研究設施。 

醫學大學設定以下目標： 

1. 在醫學，藥學，牙科，傳統醫學，公共衛生，護理和醫療技術領域

為南方省份和全國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提供培訓和培訓。 

2. 實施與現代醫學和技術應用相關的基礎研究和研究，以便開發一些

先進醫學的特定領域將研究結果應用於診斷，治療，藥物和診斷試

劑盒製造提高教學人員的專業水平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為醫療保健

單位提供指導和技術轉讓促進國際合作。 

3. 為人們的醫療保健做出貢獻：建立醫院，提供醫療保健製造藥物和

替代藥物。 

二、大水鑊醫院 (Cho Ray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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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圖7 

 

                                             圖8 

        為越南胡志明市內最大的綜合醫院。始建於西元1900年，原為堤岸

市立醫院（法語：Hôpital Municipal de Cholon），歷史上經過多次更

名，最後於西元1957年定名為Cho Ray。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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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971年，Cho Ray醫院重建面積為53,000平方米，並成為東南

亞最大的醫院之一， 這項建設於西元1974年6月完成，由日本政府撥

款。新結構是一座11層高的建築。 

       由越南衛生部投資的三家大醫院之一，以確保它成為一家完整的綜

合性醫院。該醫院由35個臨床，11個亞臨床，8個職能部門組成，其中

主要職能是治療來自越南南部省份的患者，教授醫學生和本地及國際機

構的畢業生，進行科學研究並指導該地區的一線治療。Cho Ray醫院是

胡志明市醫學院的一所教學醫院，該醫院積極組織南部省份醫生的技術

和技術培訓。 每年，該醫院接收超過2,500名醫學生和600多名醫生，

接受各種培訓課程。Cho Ray醫院是包括胡志明市在內的37個南部省份

的頂級轉診醫院，因此總人口為4,000萬。 

三、Binh My Nursing Home 

 

                                             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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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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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3 

 

                                             圖14 

        創始人的父親患有中風，在此期間，他努力工作以保持父親的精神

狀態，但因無人照顧而過世，因此創始人Trung Anh Bui於西元2000年成

立此機構，為的就是讓老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感受到尊重，健康，安

全，舒適和快樂，宗旨是「活得快樂，活得健康，活得更久」。 

        Binh My Nursing Home是胡志明市第一家獲得勞工、戰爭殘疾人，

以及社會事務部許可的老年人私人護理提供單位。其與日本、台灣、美

國、德國、新加坡的合作夥伴進行培訓課程與合作，且內部人員經常與

居民交談，了解他們的個人護理需求，讓居民的家人確保他們獲得所需

的照顧。護理之家的核心價值在於指導員工的工作原則有： 

1. 溫柔、同情心、耐心：以負責任和同情心的態度照顧我們的居民。 

2.  關懷：希望居民擁有幸福，藉由真誠的關心與愛，讓他們就像我們

的家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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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業：我們保證提供最好和最高水平的優質服務 

Binh My Nursing Home提供的服務有： 

1. 舒適，安全的環境，並提供現場醫療服務。 

2. 每日治療按摩和指壓按摩。 

3. 護理包中包含一些維生素和補充劑或冷溶液。 

4. 居民或其家人須支付抗生素、急性或慢性藥物等處方藥的費用；電

針、醫療針灸服務；個人物品可供訂購，也可以帶上自己的，例如

尿布、餵食管、導尿管。 

5. 為居民提供個人護理用品，如毯子，盆，毛巾，牙刷，肥皂。 

6. 在飲食上，滿足需求和食物偏好，耐受性和疾病類型。 每天至少有

四餐（主餐和點心）。 

7. 提供適合該年齡或健康狀況的每日體育活動計劃。 

8. 週末的社區郊遊及各種休閒活動，以享受快樂健康的生活。 

9. 舉辦居民的旅行假期或生日慶祝活動 

參、 國外參訪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這次參訪三個地方：胡志明市醫藥大學(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Pharmacy, UMP)、大水鑊醫院 (Cho Ray Hospital)、Binh My Nursing Home。 

一、胡志明市醫藥大學(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Pharmacy, UMP) 

        在踏入醫藥大學的大門口時，覺得眼前的世界好不一樣，或許是因

為自己本身都在金門讀書，所以當看到有別於自己的學校，會有種新奇

的感覺。在一開始，老師們帶著我們一同參與學術交流，希望藉由此次

交流能有機會成為合作關係，在談話的過程中，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

越南對於長照體系的觀念很薄弱，甚至並不了解，雖然老師們很努力地

解釋何謂長照，但或許是因為當地的對這種概念發展程度還在緩緩起步

中，所以不是很明白長照的定義，其中有建議他們可以到台灣來參觀我

們的運作模式。 

        結束談話後，教授帶著我們大家道出參觀校園，因為是一間醫學大

學，處處都可以看到跟醫學相關的東西我想在這裡讀書的學生一定都是

在壓力中成長的，我們參觀了實驗室、手術室、圖書館等，其中我們看

到成功大學、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都和此間醫學大學有合作關係，我想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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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醫學也有一定的成熟度。 

        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們在無預警的情況下，走進了一

間手術練習室，當我走進去的那一刻，瞬間被震驚到，因為手術台上都

是滿滿的大體，這裡的學生正拿著工具進行解剖，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裸

露又黑掉的大體，教授跟我們解釋說這些大體已經保存一年以上了！ 

 

                                           圖15 

 

                                           圖16 

二、 大水鑊醫院 (Cho Ray Hospital) 

        Cho Ray Hospital雖然作為南越轉診中心與教學醫院 (包括國內大學

醫學系相關學生及外國人的培訓)，但發現內部硬體設備不足，加上病

患過多造成床位不夠的問題。這次總共參觀三個部門： 

1. 急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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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病人數過多，需求大於供給，造成床位不夠，所以每位病患

的等待時間約4小時。這裡有一套作業程序，當病人等到床位時，會

先進行生命徵象的檢測，再由醫師判斷病人情況並依照其狀況分到

各個區域做治療。 

    此部門外面設有電子刊版，供家屬查詢病人被轉置何處做治

療，刊版的內容有病人的名字、病房位置、入住時間，以及被轉置

的區域，我們有詢問刊版資料有涉及到病人的隱私，這樣好像會牽

涉到隱私權的問題，但因病人數量過多，所以隱私權的問題尚未被

關注。 

2. 復健部門 

    我們去參觀的時候發現沒有什麼人在做復健，經詢問得知這裡

的病人多在上午時段做復健，而這裡的員工有提及復建的工作多半

需要出力，體力容易耗盡，所以此部門男性的員工占大多數。 

    這裡有位在大陸讀書的女員工，她告訴我們在當地讀書，大學

畢業就可以擔任復健師，但若為其他國家回來從事此工作，就必須

再受試一年，方可工作。 

3. ICU部門 

        在這次參觀中，我才知道原來ICU就是俗稱加護病房，病人的分

配流程為手術、ICU、長照、復建。此部門讓我徹底感受到醫療衛生

觀念的落後，影響感控不佳，像是進去加護病房前，未先洗手、戴

口罩，也未教導隔離衣的正確穿法，再來病人皆未穿病服，且未做

隔離，全都聚集在同一個地方，但員工有提到病人數過多，造成隔

離衣數量不足，因此皆不穿。再加上照顧觀念不足，未做到專業分

工，像是未設有專業的營養師與照顧服務員等，幾乎是由1位護理人

員照護4至5位的病人，通常負責注射、配藥、管灌、 餵食及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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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7 

三、Binh My Nursing Home 

        這間護理之家成立四年，也是越南第一間機構，共有250位長者，

大部分都患有高血壓和失智症，這裡的設計類似小型社區，像是有販賣

店和樹蔭等，並且提供家屬前來探望。在參觀時發現有些設施來自於台

灣，但多來自於自己所設計的設施，院長提及這裡約10位華僑，還有最

年輕的早發性失智症，他才25歲，這讓我相當地震驚，很難想像跟自己

年紀相仿的人已經患有此疾病，覺得有些感慨和不捨。在復健區，我們

看到這裡雖然並不是高級的設備，但卻能靠簡單的東西製作出有達到復

健功能的設備，院長說這些設備的發想多來自於日本。 

        此機構針對ICU的養護區共有20床，平均每個月有2人過世，白天的

照顧比為1：6（護理人員：病人），夜間的照顧比為1：10（護理人

員：病人）。VIP養護區分為4人房和8人房，這裡提倡的標語為「敬

重、仁愛、堅持」，且每間房門口外都貼有一張動物的照片，院長說若

長者認得動物，那麼那間就是他的房間。 

        這裡有正確的觀念，對於不同疾病的患者有做區域劃分，像是精神

病院分為有攻擊性者、需要進行養護者、普通養護者，但發現這裡照顧

病人的女員工都是穿裙子在工作的，我想他們的照服訓練尚未成熟，且

沒有專業培訓照服員的課程，在此從事照服工作的多來自護理人員。 

        院長有為我們介紹這間機溝，他創立此機構是希望來護理之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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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充滿希望和健康的。西元2017年當地的老人升到10.5%，高齡長者

愈來愈多，且多來自農村，因城鄉差距，使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不高。越

南共有三種養老單位，分為國家、宗教、收費，其中國家和宗教被稱為

拾荒者；需收費的多集中在城市，約有12間，但設備較差，又人數過

多，造成供不應求的情況連連發生，且每人需付費250至400元的美金，

但當地人的退休金約150至200元的美金，所以在經濟上無法負擔，再加

上，越南年輕人認為把父母送到機構是不孝的行為，這和30年前的日本

是一樣的觀念，因此少數人會選擇收費單位。 

        有錢的人多不敢投資這裡的原因有很多風險，像是越南當地不愛遵

守法律規定，越南當地沒有能保障工作的保險，這裡未設有照服規定，

在這過世的病人多由機構處理等。院長有提及這裡也有年輕族群入住，

像是酒精中毒、交通事故、不重視健康保健者。 

        其中我們有問說人力缺乏的原因，乃是因為有許多當地人到日本、

台灣、 德國留學或工作，又當地人覺得這項工作太累而造成人力短缺的

問題。我們還詢問越南不能發展居家照護的原因，像是交通是最大的問

題，再來人力不足，因為目前的照服來自護理人員，但護理人員還必須

兼顧醫院，所以長照體系在這裡的發展還不是很盛行。 

 

                                           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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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9 

 

                                           圖20 

肆、 國外參訪之生活體驗  

        在還沒抵達越南前，我對它的認知僅只在開發中國家，所以剛開始會有

點擔心當地的衛生環境會不會不好，而我們此次參訪是要去它的第一大城市─

胡志明市原名西貢，在抵達胡志明市時，眼前的景象讓我完全改觀，我從沒

想過這裡會和台灣有些許相似，一般人們對於彼此的主觀評價來自於第一印

象，及第一眼所見的外觀形象，從機場到城市給我的感覺其實還算是乾淨、

整齊的，看起來是舒服的。 

        當我們走出機場後，機場大門外是班導以前教的學生，以及班導學生的

孩子們在迎接我們，當下被他們的熱情感動，讓我覺得越南是個有人情味的



 15 

地方。在前往飯店的途中，發現這裡的交通擁擠，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好

像來到了台北，處處都可以看到摩托車與車子在競速，但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是這裡的交通並非很友善，且處處充滿混亂與危險，可能是觀念尚不健全。 

        在越南參訪的這幾天，第一，我發現當地的物價很便宜，雖然這裡的面

額較大，但換算成台幣卻相當地便宜，以泡麵為例，台灣的泡麵一包大約35

元，而越南的泡麵換算成台幣只要大約10元左右，真的讓我相當吃驚，但也

不是每個東西都很便宜。第二，越南是個很國際化的國家，在這裡隨處可見

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國人，多為歐美人士，所以講英文比較通，但我也發現這

裡有很多店家對於價格，能說出流利的中文，不禁感到佩服。第三，或許是

因為國際化，所以有來自各地區的觀光客，造就當地扒手比率較高，所以出

門在外包包一定要往前背，並且隨時隨地保護好自己的包包。 

        我最印想深刻的有兩件事，其一是這裡的市場是需要靠喊價的，為什麼

我會這麼說？因為這裡賣同樣的東西給會講越南話和不會講越南的人有不同

的價格，但都可以殺價，所以平常培養的殺價功力，在這個時候可以好好展

現。另一件事則是食物，不管是平常的三餐，還是路上買的飲料，我發現當

地的食物不是特別鹹，就是特別甜，這對台灣來說，可能還無法完全接受，

像是我們的同學因為食物過鹹，引發過敏和水腫，但其實在這多吃幾餐後，

漸漸就開始習慣，且對於好客的當地人來說，這裡的食物都特別大分，絕對

可以吃到很滿足。 

伍、 國外參訪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一、拓展國際視野 

        走出台灣，才能親身體驗外面的世界，世界各個地方都有它獨特的

特徵，像是食衣住行、風俗民情等。 

二、提升英語口說能力 

        在越南這個國際化的地方，英文是最為通用的語言，當自己遇到問

題或想詢問事情時，勢必會受環境影響使自己有自發性地想要增加英文

能力。 

三、增添新語言 

        學習當地的越南語，從最簡單的基本禮貌做起，像是你好（越南發

音：新炒）、謝謝（越南發音： 心感恩）、對不起/不好意思（越南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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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新羅伊），認識與學習新語言。 

四、醫療觀念的成熟度 

        在參觀大水鑊醫院 (Cho Ray Hospital)時，發現雖內部有完整的部門

分類系統，但因病人數兩過多，造成需求大於供給，以至於醫療衛生觀

念不佳，且未有妥善的隔離設置。在參觀Binh My Nursing Home時，這

裡的環境良好類似小型社區，且依疾病程度作區域性規劃的概念，以及

設有標準作業的處理流程，但目前面臨人力不足的問題，所以照服員來

自護理人員，且護理人員還必須兼顧醫院。 

五、探索儀器設備 

        在參觀Binh My Nursing Home的復健區時，看到很多設備並非高級

的設備，但卻能運用簡單的方式達到復健功能。 

六、結交新朋友 

        在這次的越南之旅，有三位和我們年紀相仿的學生，作為我們和當

地人之間的翻譯人員，也在這幾天互相認識，成為了朋友，也說好會寄

台灣的特產給他們以表達謝意。 

陸、感想與建議  

        謝謝系上老師給予我們學習的機會，讓我們拓展視野，並在國際交流中

發現英文的重要性，藉此機會也讓我們交到國外的朋友，也謝謝當地的老師

對我們的照顧，以及替我們翻譯和介紹越南的三位朋友們，最後，在這次旅

途讓我發現自己的不足，以及需要繼續長進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