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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目前台灣正蓬勃發展新南向政策，雖然東南亞的醫療和長照相對台灣而言比

較落後，但是這也可以讓我看到 20 年前的台灣是如何的狀態。或許在未來，我

也有可能到東南亞從事長照工作。也能藉由這次經驗體會到東南亞的文化。 

 

二、 國外參訪機構簡介 

1. 越南數一數二優秀的醫藥大學—胡志明市醫藥大學(UMP) 

胡志明市醫藥大學坐落於越南第一大城胡

志明市，是越南數一數二優秀的醫藥大學，其前

身就是越南共和國著名的西貢醫科大學，於 1947

年創立，學生以醫學與藥理為主要學習科目，學

生總計約 9800位。 

 

2. 東南亞最大的醫院之一—CHO RAY 

Hospital  

最初創立於 1900年，於 1957年使名 CHO 

RAY Hospital，後來日本捐資興建、重組，成

為東南亞最大的醫院之一，也是全越南最好的

醫院。 

一天急診的數量大約有 300~350 位，大部分是車禍傷患，有一整個病房專為

車禍傷患所建。病患一被送進急診，會先測量生命徵象，若無大礙會先讓病患在

病房稍作休息，若有非常緊急的狀況需要立刻開刀，則會送到後方紅色門牌的手

術室，若是需要手術但沒有很緊急，會送到綠色門牌的手術室，手術結束，就會

直接送到急診的加護病房(ICU)照護，在 CHO RAY Hospital 每個科別都有自己的

加護病房(ICU)。在急診外有一電視牆，會一直撥放被送進急診之病患以及住院



 

病患的基本資料，讓前往醫院的家屬能夠瞭解家人現在被送到哪一專科的病房，

或是還在急診室等等。加護病房(ICU)照護比為 1：4，一般病房照護比則為 1：

4~5。 

                              

3. 胡志明市最好的私立護理之家—Binh My Nursing Home 

Binh My Nursing Home 創立於 2013 年，在越

南是相當新穎前衛的機構，設施大部分是從日本、

台灣進口，也會自行設計研發一些比較符合越南

風情民俗的輔具。收案的長輩大部分是失能失智，

有分安養和養護兩個區域，針對養護會再因疾病

嚴重度劃分。年齡分布自 30 到 106 歲都有，30

歲的住民是早發性失智。在人員訓練的部分，Binh My Nursing Home 會將員工送

到日本學習長照的技術。入住機構的費用是每人約 250~400 美金，比越南的退休

金每人 150~200 美金還要多，算是相當昂貴但是設施設備完善的護理之家。 

創辦人設立機構的想法是因為自己的父親腦中風過世，在疾病後期因為沒有

受到妥善的照顧令他感到傷心，所以他希望越南的老人不要步上父親的後塵，於

是創辦了這間護理之家。 

創辦人也分析在越南創辦護理之家的風險：首先，越南的法律尚未對在機構

從事照顧工作的護理人員有任何的保障；其次，因為長輩有多重疾病的問題，所

以對他們而言照顧起來有些費力；再者，因為機構中醫療相對比較缺乏，所以住

民有時候因為疾病很快的過世，但是離世的住民對他們造成了不少的麻煩；最後，

因為越南人民對法律的遵從度並沒有很高，相對的住民對機構的規定遵守度也沒

有很高，造成管理上的困擾。基於以上幾點，讓對護理之家有興趣的投資人望之

卻步，也造成經營管理的風險。 

 



 

三、 國外參訪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在參訪的機構當中，老師們所安排的都是越南數一數二優秀的機構，讓我們

看到越南最好的教學、醫療與護理之家。 

在胡志明市醫藥大學(UMP)中，我看到了非常難得的大體解剖室，也有看到

醫學系的學生正在解剖大體，讓我感到驚奇。令我感到敬佩的是：解剖室中並沒

有難聞的藥水味。我針對大體老師的部分作詢問，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在越南還

有許多人都在排隊等待捐出大體讓學生們做研究，有很多大體老師其實都還存放

著，使用的比率也沒有很高，因為捐獻的人在太多了！胡志明市醫藥大學(UMP)

的教授特別為我們打開大體存放室讓我們參觀，我感到相當特別，也很感謝他的

大方。另外也看到了練習解剖的訓練室，並不是直接解剖而是練習，讓學生經過

充分的練習以後才能站上解剖台做解剖的練

習。 

胡志明市醫藥大學(UMP)將辦公室和實

驗室放在一起，讓我感到疑惑，因為在我的印

象裡實驗室應該是要獨立出來的才是。另外，

目前胡志明市醫藥大學(UMP)也正在興建學

生的實習區域，未來學生會在學校實習後再送到醫院實習，讓整個實習的經驗更

加完整充足。 

CHO RAY Hospital 是讓我真正試著以越南角度看越南的地方。當然若是拿

CHO RAY Hospital 和台灣的醫院相比，在設施設備、環境、人員等等當然會有

所差距，但是若用越南的角度去看醫療，CHO RAY Hospital 是相當優秀的醫療

機構了。我們按照急診病患被送進來的流程參觀醫院：先到急診室，我看到的是

許多車禍的傷患在我們參訪時不斷被送進來，擁擠的急診室讓我彷彿回到 30 年

前台灣醫院的急診室一般；接著到加護病房(ICU)參觀，讓我感受到感染控制不

周全的地方以及病人隱私的問題；一般病房讓我發現照護人力的比例以及傳染病



 

控制的重要性；復健室的交流讓我驚訝到證照普及的重要性與性別的比例。 

其中我發現 CHO RAY Hospital 領藥的地方並不大，不像我熟知台灣的醫院

一般的領藥窗口，一問之下才了解到，原來在越南，人民生病習慣先到家裡附近

的小診所看病，藥物的部分都會到家裡附近的藥局拿藥，或是根本不先就醫，直

接到藥房自己當起醫生來為自己拿藥，等到症狀已經無法用藥局買到的藥物控制

的時候，或是已經痛不欲生的時候，才會到醫院來看診，但是通常到這個時候大

部分病況都不太樂觀，甚至有些已經病入膏肓了，我也發現 CHO RAY Hospital

的洗腎中心是一整棟的！這樣的現象其實和台灣 2、30 年前相當相像。 

Binh My Nursing Home 是越南先進新穎的護理之家，設施設備都是相對齊全

新穎的，針對安養及養護分區，養護的部分會再因疾病嚴重程度分區域，這樣的

分類方式我覺得很不錯。當我們在會議室進行交流的時候，負責人請護理人員推

了一位先生進來，脫下他的帽子我發現他左邊的頭顱有一半都不見了！負責人說，

這位先生才 40 多歲，是因為車禍在醫院接受急性照護以後，醫院無法讓他繼續

住，家人又沒有能力照顧他，所以就將他送到機構中接受完善的醫療照護。 

在參觀Binh My Nursing Home的復健室時，

復健器材我都不陌生，這些輔具和復健器材大部

分是從台灣與日本進口的，有一些是因應越南的

風俗民情由 Binh My Nursing Home 做改良，這讓

我對 Binh My Nursing Home 相當敬佩。因 Binh 

My Nursing Home 有收失智症的案主，所以在認

知訓練的部分與定向感的輔助都讓我看到負責人的用心：房間外有各種不同的動

物圖案幫助住民找到自己的房間。收案的住民中有許多華僑，當他們知道我們是

台灣人都很熱情的和我們打招呼，令

我感到相當親切。 

但是在參訪中也讓我發現一件相



 

當奇怪的事情，在 Binh My Nursing Home 的護理人員、行政人員都是穿著短裙，

只是樣式因為職位有所不同，在我的認知裡這樣的穿著是不方便執行照護技術的，

詢問老師時他再度告誡我別用台灣的角度看越南，在越南的天氣狀況相當炎熱，

所以穿著長褲反而是阻礙執行照護技術的，在後續的參訪過程我也觀察老師所提

到的解答，再站在護理人員工作的舒適度與越南天氣狀況的立場想想，真是誠如

老師所說。 

 

四、 國外參訪之生活體驗 

1. 英文能力的重要性—聽力與口說的挑戰 

參訪胡志明市醫藥大學(UMP)、CHO RAY Hospital、Binh My Nursing Home

時，都有聆聽機構簡介報告與雙方交流的橋段，通常都是用英文做交流，在這樣

的會談當中讓我深刻體會到英文聽力的重要性：有一些專有名詞會不是很了解，

或者會錯長官所要表達的意思。同行的同學們都會互相幫忙確認長官所說的話是

不是這樣的意思等等，讓我相當敬佩他們，也深深感到自己英文能力的不足。過

去，我在金門大學從事的是司儀、接待以及解說員的工作，這次我是坐在台下接

受單位提供的服務，也讓我用不同角度看舉辦會談的相關事宜，對我而言也是一

項很重要的體驗，也讓我更能理解與會人員會需要如何的協助與服務，更讓我覺

得重要的，就是提供服務的人員語言能力也要有一定的基礎，才能將服務做到賓

至如歸。 

參訪的這三天中我們有三位越南當地的地陪，年齡都和我們差不多，不過他

們和我們用英文溝通，在這樣的語言條件之下讓我感受到巨大的壓力，也讓我更

深刻體會到英文的重要性，因為我是第一次到越南，所以對許多事物都相當好奇，

礙於我的英文能力沒有其他同行的同學這麼好，對自己的英文能力也沒有信心，

所以常常需要同學幫我翻譯我的問題詢問地陪，再請地陪解釋後同學翻譯成中文

給我，這樣往返浪費許多時間也造成幫忙翻譯的同學的困擾，所以到旅程的末端，



 

因為大家彼此都熟悉了，我就比較敢說一些英文，也才發現其實只要能夠用簡單

的單字說給他們聽，其實都是可以溝通的，只是一些文字或許不夠精確表達我當

下的想法。 

在這參訪的幾天，聽力的部分或許還可以懂六七成左右，但是說出來對我而

言是一件很大的突破。我不敢說我的英文能力有太多的進步，但是這讓我有很多

的機會練習說英文，對我而言是在金門或是台灣比較少有的經驗，我自己有發覺

其實多說一點、多聽一些會增加運用的熟悉度。在聽同行的同學們與地陪交流時，

也可以學習到很多單字。同行的地陪們也相當有耐心，若我聽不懂，他們都會用

不同的方式或是說法再為我解釋一次，這次的旅程也讓我對英文不再這麼害怕，

更讓我深刻體會到英文的重要性。 

 

2. 30年前的台灣—看發展中國家的交通與醫療 

在與 Binh My Nursing Home 創辦人談台灣長照分類時，有提到關於居家服

務的部分，Binh My Nursing Home 創辦人說越南的交通相當危險，他不願意讓自

己的員工在提供服務的路上遇到威脅，這樣的論點我相當可以理解。因為在參訪

機構時我們基本上是乘坐小型巴士，有時會步行前往。當我們在車上時，外面的

機車距離我們相當近，我都害怕車子前進他們會不會被捲進去輪胎裡面。在越南，

道路就是道路，即使地上畫了機車道和汽車道，但是基本上汽車和機車是沒有分

道的，全部混在一起前進，令我看了膽戰心驚，都一直為他們捏了好幾把冷汗。 

其實是因為在越南有錢人家才會有車，因為車子都是進口的，關稅相當高，

一般人民都是騎機車居多，所以越南的機車密集度相當高，每條路的機車密集程

度都像台北的忠孝橋一樣！行人穿越馬路就像是不可能的任務一般，就算行人道

是路燈，但是車子依然很自在地開過去，行人需要找縫隙快速穿越，若是走的不

夠快，機車汽車就會瘋狂按喇巴催促我們快點通過。就連當地的地陪都說 ，就

算他住在這裡，但是還是覺得越南的交通很危險很可怕。 

在交通運輸的部分，越南也有高速公路，但是火車就不是很普及了。若旅客



 

需要長途旅行或是到比較遠的地方時，有一種公車上方有臥鋪，下方是座位，就

會搭乘這樣的巴士前往，因為火車並沒有密集的設站，若是有經濟能力的人，會

比較願意到機場搭飛機到其他城市，因為價錢其實並不會差太多，飛機又比較快

速，所以大部分的人反而願意搭飛機而不是搭火車到較遠的城市去，這是我覺得

越南相當有趣的地方。 

 

五、 國外交流之具體效益 

1. 看見台灣的軟實力—論台灣醫療相對健全與完整 

在 CHO RAY Hospital 參觀他們的 ICU 時，

有發現醫院的感染控制並沒有很好的防護，讓我

感到有些驚訝，又因為實習時有特別整理關於感

染控制的評鑑資料，所以對醫院的感染控制需要

注意的部分與項目有一些概念，也讓我看到台灣

對於感染控制相對的周全。CHO RAY Hospital 中

有些狀況令我感到驚訝，例如防護衣的穿著方式

應該是反穿，但是護士讓我們正著穿防護衣；另外頭髮也應該有頭套，但是並沒

有；鞋套的部分 CHO RAY Hospital 有做到這方面的防護，我覺得還不錯。但是

老師一直提醒我們別用台灣的角度看越南，應該以越南的角度看整個機構，所以

在這樣的立場上，看 CHO RAY Hospital 的設備就覺得對越南而言真的是相對很

好的醫院了。 

另外在傳染防治這件事情上，醫院中應該很常見的乾洗手液在 CHO RAY 

Hospital 並不常見，在進入 ICU 時護士也沒有強烈要求我們戴上口罩，這讓我感

到憂慮，這樣的防護讓我擔心醫院的傳染狀況。但是以越南的角度來看，醫療照

護人員、護理人員大部分有戴上口罩，這樣的規範其實也不錯了。 



 

在急診外面的電視牆將病人的資料詳細

的紀錄在上面，主要是要讓病人的家屬了解病

人所在的位置與狀況。我們詢問關於病人隱私

安全的問題，他們回答說家屬都相當著急要找

自己被送到醫院的家人，所以會將病人的資料

盡量詳細的呈現出來，並不會特別想到隱私問

題。在 ICU 當中，病患是沒有穿衣服的，我詢問醫療工作人員，他說因為要方

便護士幫住民洗澡、執行技術，又因為人力不足，需要爭取時間執行日常生活照

顧，所以基本上只有被單蓋住病人的身體而已。 

 

2. 制度的重要性—看見台灣制度的相對完善 

在越南，國家醫療保險投保率大約 80﹪左右，但是這項保險只有保障醫療

的部分，在護理之家或是長照機構中是不會負擔的。若是私立護理之家或是長照

機構，則此項保險並不會給付，必須要全額自費，但若是窮苦人家也可以選擇國

家創辦或是宗教性的護理之家，就可以全部免費，但是品質和設施設備就會簡單

得多。 

在越南，護理之家分為三類，分別是國家性、宗教性與私人創辦，國家與宗

教所創辦的為免費，經費來源有時會有人捐獻，大部分收案案主是拾荒者或經濟

較差的，當中的設施設備就會比較簡單，Binh My Nursing Home 是私立的護理之

家，所以設施設備會較完整。國家雖然有保險，但是保險只有醫療保險，對於長

照並沒有相關補助。 

目前越南是以機構住宿式的護理之家為主要長照機構，當我們詢問關於居家

式的服務時，Binh My Nursing Home 創辦人說，因為越南的交通非常危險，所以

他經不起任何一位機構中的護理人員在要提供服務的路上出任何的交通意外，而

且越南的領土是狹長型的，所以不太可能發展出居家型的長照服務。但是創辦人

說他覺得這樣的想法很好很前衛，但是首先要解決的事情就是交通問題。  



 

 

六、 感想與建議 

到越南參訪對我而言真的是大開眼界。從教學面、醫療執行面、護理之家執

行面都有看到，真的是一場規畫相當完整、安排相當縝密的參訪旅程，也在參訪

中試著用越南的角度看越南的一切，也體會到交通的特殊性和歷史影響層面，是

一場精美且內涵豐富的參訪之旅。 

在參訪中我學習到最多的就是要以越南的角度看越南，別用在台灣先入為主

的概念看越南的醫療與發展。在胡志明市醫藥大學(UMP)中最珍貴的經驗是大體

解剖室，也看到教學的國際化，更感受到與會的教授對長期照護的好奇與用心的

交流。CHO RAY Hospital 中我觀察到的是病人被送進來的處理流程、感染控制

與傳染病防治的重要性以及病人隱私的維護。Binh My Nursing Home 讓我看到創

辦人想認真辦好護理之家的決心與用心，更在對談中了解越南發展長期照護的威

脅與限制。 

除了專業的參訪之外，三餐也嘗試了很多越南道地

的食物，一開始還很擔心自己會水土不服，但是我發現

只要敞開心胸、心態是正向的，越南的美食真的很不錯

呢！在交通上讓我體會到守法的重要性，交通的便捷與

安全也是國家發展的一項重要指標。這趟旅程中也讓我

看見越南傳統的服飾— 奧黛，更使我有機會嘗試其材質

的觸感，對我而言相當新奇，奧黛真的相當美麗，在越

南的女孩身上穿起來非常高雅動人。 

這趟參訪之旅不只讓我增廣見聞，也讓我看到台灣的軟實力，更讓我深刻體

會到英文的重要性。若是未來學弟妹還有機會到越南做參訪，其中最重要的我覺

得就是英文的能力，若是沒有溝通的能力彷彿自己像啞吧一樣，就算有許多好奇

的事、疑惑的事也無法精準的提問，這是相當可惜的一件事情。另外一點就是心



 

態，老師在參訪過程中常提醒我們不要用台灣的角度看越南，而是要以越南的角

度看這些參訪的機構，也要敞開心胸的去看越南的現象，因為這才是參訪所要帶

給我們的衝擊和所要學習的地方。 

擁有這麼完善周全的參訪以及不凡的體驗，真的要非常感謝香緣老師為我們

在越南安排的一切，讓我們像回家一樣的舒適，您對我們的愛與付出令我相當感

動，因為您的體貼，讓我們這趟旅程如此圓滿；非常感謝蘇老師安排了整個行程，

為我們安排了一趟越南驚奇參訪之旅；感謝何主任與謝老師主導整個計畫，讓我

們有如此完美的參訪行程；感謝洪老師、朱老師、楊老師陪同前往，讓我有問題

可以隨時提問得到解答；感謝系助姐姐為我們處理前往越南的大小事，因為您的

細心，讓我們能如此順利快速的成行；感謝 Kid、Jack、Felix 如此專業盡責的地

陪，讓我對越南好奇的事物都有很棒的解答；感謝同行的所有同學，能夠體諒我

不甚優秀的英文為我翻譯，也因為你們的同行讓這次的參訪更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