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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大學學業即將邁進下一階段前，我能

有機會到越南參訪當地的醫療機構並了解當地的醫療發展現況，對我而言是

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因此我努力爭取這次到越南參訪的機會，並期許這次

的參訪行程能讓我開拓視野，並將自己在學校中所學習到的知識與當地的機

構進行分享與交流，也能藉此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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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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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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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西貢醫學和藥學學院成立於1947年在西貢，為河內中南半島醫學院

的一個分支。1961年，它被分為醫學院和西貢藥學院並於1964年成立牙

科學院。然而，在越南東南部的醫務人員培訓由1965年成立的醫學院提

供。 

胡志明市醫藥大學成立於1976年，整併了上述所提及的學校並由三

個學院組成：醫學院，藥學院和牙科學院—口腔醫學。1994年，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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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該大學擴大培訓輔助醫療人員，加入了 Central Medical 

Technical School III 的護理學院和醫療技術學院，隨後，Tue Tinh 

National Medical School II和醫學院傳統醫學系合併成傳統醫學系。1999

年，公共衛生學院成立，由醫學院公共衛生部和胡志明市衛生和公共衛

生研究所衛生和組織部合併而成。西元2000年，大學開設醫療中心，擁

有250張病床，設置現代醫療設備和高素質的員工。這個醫療中心很快地

成為其他四個醫療中心的學習指標，醫療中心的床位總數也增加為500

床。因此，胡志明市醫藥大學由上述七個學院和大學醫療中心組成。 

西元2005年，胡志明市醫藥大學被視為越南兩大戰略醫療培訓機構

之一。從學士學位到碩士學位，胡志明市醫藥大學為健康專業人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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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全面的培訓。而胡志明市醫藥大學醫療中心現今有650張床位，提供現

代化的教學和研究設施。 

二、大水鑊醫院(Cho Ray Hospital) 

 

圖5 

 

圖6 

為越南胡志明市內最大的綜合醫院。始建於1900年，歷經多次更名

並於1957年定名為 Cho Ray。西元1971年，Cho Ray醫院重建並成為東南

亞最大醫院之一，由日本政府撥款建立11層樓高的建築，並於西元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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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完成。 

Cho Ray醫院為越南衛生部投資的三大醫院之一，確保其為一家完整

的綜合性醫院。該醫院由35個臨床、11個亞臨床、8個職能部門所組成，

其病患多來自越南南部，該所醫療人員主要為越南當地及國際機構所畢

業之畢業生所擔任，進行科學研究並指導該地區的一線治療。Cho Ray醫

院是一所教學醫院，每年接收超過2,500名醫學生和600多名醫生接受各

種專業培訓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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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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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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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Binh My Nursing Home成立宗旨為：活的健康、活的快樂、活的長

久。創始人成立該機構源自於對父親的思念，當年因創始人的父親患有

中風，但創始人忙於工作，最終父親因無人照顧而過世，因此創始人

Trung Anh Bui於西元2000年創立 Binh My Nursing Home，希望在該機構

的老人在生命最後階段感受到尊重、健康、安全、舒適和快樂。 

Binh My Nursing Home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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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機構內部工作人員

的工作原則包含：溫柔、同情心、耐心、關懷、專業等幾大項目，為的

是讓住進機構的老人除了得到專業的照顧外，還能在機構中感受到滿滿

的愛與關懷。機溝裡除了提供老人的三餐飲食、營養品補給，也會安排

許多像是體育活動、郊遊活動來滿足老人的身心需求，也會在老人生日

時舉辦生日慶祝活動，讓住在該機構的長輩獲得專業且全面性的照顧。 

參、 國外參訪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我們這次參訪的地點有：胡志明市醫藥大學(University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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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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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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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醫藥大學坐落在熱鬧的都市當中，給我的第一印

象是這所學校從外觀看起來就像是一般的住宅大樓，很難想像

這是一所醫學大學。會有這樣的想法或許是因為我來自台灣，

對大學的印象就是面積廣闊、有大草原，以及許多教學大樓，

因此很難在短時間內就將眼前的建築物與大學進行連結。 

在觀看校放撥放的介紹影片中，除了了解學校的歷史沿

革，也可以從中得知胡志明市醫藥大學在培訓醫療人員方面是

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進行交流的過程當中，可以了解到原來目

前在越南對於長期照護的認知是模糊的，以及在越南的文化背

景下，基於孝道，民眾是不太願意將家中長輩送到像是長照機

構這樣的地方去的，透過交流我們也讓醫學大學的教授了解目

前在台灣學習長期照護的主要內容以及就讀長期照護學系的我

們在未來的發展方向。 

在參訪的過程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學校內的模擬手術

室，主任告訴我們該校的學生在正式學習大體解剖前會先到模

擬手術室，以人體模型來學習手術操作，在完成模擬手術的學

習之後，學生們會進行大體老師的解剖學習，在參訪當天，我

們第一次見到大體老師，也參觀存放大體老師的教室，這對我

而言是一個非常難忘的經驗，因為在我的學習歷程當中，老師

曾經讓我們看過大體解剖的影片，當下的感覺就已經十分震

撼，而這次參訪親眼見到大體老師後，除了讓我對醫學大學學

生所學習的科目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外，也讓我對醫學系的同學

們有更多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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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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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二、大水鑊醫院(Cho Ray Hospital) 

在我們來到Cho Ray醫院時，師長們叮嚀我們要好好跟著隊

伍，因為醫院的人真的很多，雖然在台灣南部也有教學醫院規

模的醫院，但越南由於人口數的關係，醫院裡裡裡外外到處充

滿著等待接受治療的病人以及等待病人的家屬。我們在醫院的

建築物間還看到許多民眾或躺或坐的在地板上打起地舖，透過

詢問才了解到，原來該醫院一直以來都是處於超收病人的狀

態，加上越南交通不便，常常一趟車程來回就要花上好幾個小

時，因此民眾在等待就診或是在等待親人的家屬便會直接在醫

院建築外的騎樓間打起地舖，短則數日，有些民眾甚至必須在

這樣的環境下等上數週才能接受到治療。 

在參訪的過程中我們參觀了該醫院的急診部門、ICU部門、

復健部門。急診部門是我們第一個到達的地方，當下便給了我

大大的震撼，急診部門裡充斥著許多等待醫治的病患，有些病

患甚至忍受不住身體的痛苦而發出陣陣哀嚎，透過說明才得

知，在該醫院的急診部門，由於病患數量眾多，因此除非是十

分緊急的大型手術必須馬上進行治療，每位病患最少必須等上

三個小時才能接受到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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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CU部門裡多數是因為頭部重傷開刀等待復原的病患，在

這裡護理人員除了必須隨時監測病患的各項數值外，也必須提

供病患基本的生活照護，由於一位護理人員所需要照顧的病患

數量龐大，因此在ICU部門的病患多數是沒有穿著衣褲的，只有

以一件被單覆蓋著身體，在參訪當下看到這般景象，是讓人感

到震撼的。因為在我們來到越南之前，我們所受到的課程教育

都是告訴我們，在長輩需要長期照護服務時，我們除了滿足病

患生活上所需的基本照顧外，我們還十分強調「隱私」及「尊

嚴」，因此當我們得知由於照護人員人手不足，進而選擇讓病

患不著衣褲，透過這件事也讓我了解未來若在越南當地發展長

期照護產業，有哪些發展重點及方向是值得我們在去省思及探

討的。 

在復健部門參訪時我們也透過物理治療師得知，目前在越

南，復健的觀念在民眾心中是尚未建立起的，也不免讓人想像

依照目前越南的經濟發展狀況，貧富差距仍然是相當大的，因

此對於中下階層的民眾而言，復健這件是相對而言會是耗時又

浪費金錢的，因此有許多民眾在手術結束、身體康復過後，便

會選擇直接回到工作崗位，忽略了復健的這個過程。不過物理

治療師也有提及，在近幾年，越南醫療發展一直持續地在進

步，民眾的醫療觀念也慢慢改變，有越來越多的病患在康復過

後也會選擇再回到醫院來進行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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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三、Binh My Nursing Home 

來到護理之家，我和許多同學的印象都是：我們來到的是

度假村嗎?這真的是護理之家嗎?護理之家創辦人為了讓住民有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因此整個護理之家的面積不算太小，環境

也給人溫馨、舒適的感覺。來到了機構中的復健是，創辦人

說，所有眼前所見到的復健輔具，都是他們從日本、台灣、德

國等國家進行機構參訪後，回到越南自行繪畫出輔具的架構模

型，再請廠商製作而成，聽到這裡也可以想像目前越南的長期

照護服務真的是尚未普及，因此也沒有輔具的市場，因此要是

想設立一家長期照護機構，除了需要自行培訓相關的工作人員

外，連機構內部的輔具設備也得全部自行一手包辦。 

除了一條龍的整合方式令人大開眼界外，機構內的照服人

員衣著也令我們感到相當特別，機構內的照服人員，主要工作

人員為女性，而他們的衣著都是以裙裝為主，不免令剛結束實

習的我驚訝了一下，很難想像如何穿著裙裝位長輩們進行生活

照護服務，不過也透過這件事讓我感受到不同國家的文化特

色。 

在參訪的過程中，創辦人也為我們介紹到一位年僅2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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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場車禍而住進護理之家的年輕人，他的頭部因為車禍而

有些變形，在我們來到越南參訪的幾天下來，我們也有觀察到

許多越南的交通亂象，當地人告訴我們，儘管大家都知道交通

規則，在繁忙的工作環境之下，有許多民眾還是會為了搶快而

冒險，讓越南的交通事故發生率相當高，因此護理之家中有幾

位住民的年紀是很年輕的，也讓思考在台灣的長期照護機構的

經營模式、服務族群與對象跟越南之間的差異性。 

 

圖15 

肆、 國外參訪之生活體驗  

在參訪過程中我們也嘗試了許多當地特色美食，像是河粉、米線等等，

食用前會加入許多生菜香料進行調味，當我們第一餐看到桌上擺放諞滿滿的

生菜時，大家都很疑惑，因為盤子上的生菜，有些在我們的認知中，是一定

要經過烹煮才能食用的，因此很難想像是要以生食的方式來食用，但是在參

訪的號幾天中，我也慢慢的可以接受這樣這樣的飲食習慣，並接受這個特殊

的飲食習慣。除了生菜的飲食習慣外，在越南，因為天氣相當炎熱，因此民

眾的飲食也會相對的重口味，對於習慣台灣飲食的我，很多食物都是過鹹或

是過甜，幾乎餐餐要喝一大杯水，同團的同學甚至因為食物過鹹而導致手掌

水腫，不過也讓我從中認識不同地方的飲食文化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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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圖17 圖18 

除了特殊的飲食習慣，越南的交通狀況也是讓我們經常在遊覽車上驚呼

連連。在越南，當地人騎車時會習慣不停地按喇叭，這對從小到大生長在台

灣的我而言是相當大的衝擊。在台灣，對於某些人而言，按喇叭是帶有挑釁

意味的。透過當地導遊的解釋我才了解知道，原來在越南當地按喇叭有相互

提醒、警示的功能，而這也解釋我們在當地看到常以為兩台車要相撞的時



 16 

候，他們有能完美的閃過彼此。也因為車流量大的緣故，在過馬路時都得格

外地小心才行，看到當地人都可以步態輕鬆地闖進車流中，再從車流中通

過，常常讓在一旁的我們看的是冷汗直流。 

 

圖19 

伍、 國外參訪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一、長期照護相關知識交流 

在參訪過程當中，我們了解到越南當地對於長期照護知識的認知與

台灣之間的差異性，透過此次交流，能讓我們將在學校所學習到的的相

關知識帶到越南，讓他們了解長期照護產業在台灣的發展現況，讓雙方

進行交流。 

二、增廣見聞、拓展國際視野 

透過這次的參訪，來到越南的醫療、長照機構參訪，讓我認識到不

同地方的醫療發展現況，也讓我省思若是未來我有機會來到越南服務，

我能提供他們的是什麼樣子的服務模式與方式，也透過這次參訪，讓我

深深體會到因地制宜、在地化的重要性。 

三、認識不同的文化特色 

在這次的參訪之中，我認識許多越南當地的特色與文化，像是飲食

方面，當地人習慣以椰漿、椰奶來進行調味；當地的傳統服飾—奧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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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許多正式場合可以見到女性穿著奧黛以表示對來賓及場合的尊

重。透過參訪，讓我認識了不同國家的方俗民情與文化特色，也讓我對

越南有更多深入的了解。 

四、學習新語言 

這次的參訪來到越南，當地使用的語言為越南文，儘管在平常生活

中或多或少能聽到外籍移工以他們的母語，如：泰語、越南語、印尼語

等等語言溝通，但從未想過要學習他們的語言。過這次的參訪，我與當

地接待我們的學生討論中文發音與越南文發音位置的不同，向他們學習

越南文的發音與音調，也發現其實越南文和中文的音調有異曲同工之

妙，在參訪結束回到台灣，我也期許自己可以利用資源，開始學習越南

文。 

五、增進外語溝通能力 

在此次的參訪活動中，我們主要的溝通語言為英語，練習以英語溝

通、表達自己的解與看法、提出自己的疑惑，這些訓練是我們在台灣課

堂中學習很難體驗到的，除此之外，練習聽懂略帶越南口音的英語，對

我而言也是這趟旅程中的最大挑戰與收穫。 

六、拓展人脈、結識新朋友 

在這次的參訪行程中，我們認識了三位越南的學生，他們也在這趟

旅程當中擔任我們的翻譯，協助我們在參訪過程中解答我們的疑惑，在

與他們的交談互動當中，我們交換了彼此的學習成長故事，也讓我在這

趟參訪結束之後結交了三位新朋友。 

陸、 感想與建議  

感謝系上老師帶領我們來到越南進行這次的參訪形成，在參訪的過程中

除了讓我們認識不同國家的經營模式與概念，也讓我有這次的機會來好好檢

視自己的學習成果，除了看見自己的不足，不管是想法上或是行為上，讓我

知道有那些地方我可以變得更好，對於第一次到國外參訪的我而言，我得到

了滿滿的收穫，也希望未來有機會我可以到更多不同的國家參訪學習，讓自

己能越來越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