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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許多親戚朋友在知道我申請去參訪越南的醫院、學校及護理之

家時，大家都抱持著驚訝的心情。覺得越南這麼落後的地方有什

麼好去的。但我覺得他們的想法都過時了，都還是覺得台灣的在

任何方面都很厲害。我們應該懷著謙虛的心情去學習，見賢思齊，

見不賢而內自省。如果他們有不足的地方，我們就要想辦法幫助

他，對方比我們厲害的地方，我們也要虛心學習。 

貳、 國外參訪機構簡介 

1. 胡志明市醫藥大學前身是西貢醫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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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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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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ho Ray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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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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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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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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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Bình Mỹ Nursing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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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就是讓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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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B%C3%ACnh-M%E1%BB%B9-C%E1%BB%A7-Chi/37708321912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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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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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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胡志明市醫藥大學 

我們全體師生在高雄小港機場集合，到達越南胡志明市

已經傍晚了，所以我們就直接前往飯店休息準備開始接連三

天的參訪行程。我們出發前往胡志明市醫藥大學。胡志明市

醫藥大學內部非常的大，一進學校，就進入會議室，由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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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市醫藥大學的兩位教授為我們介紹胡志明市醫藥大學內部

設有哪些科系等等。兩位教授對於我們的系所也感到非常有

興趣，由我們的老師進行我方學校介紹，兩校互相交換資訊

後其實很明顯的發現，教授們對於健康護理學院的三個系所

比較了解得只有護理系。越南的長照在一個沒有很普及的狀

態下，所以教授們非常得好奇我們的系所是在做什麼的，老

師們也解釋了對於學生四年的課程規劃，以及實習課程。教

授們也問了老師兩所學校該怎麼進行交流合作，但由於院長

未曾同行，是以只能請他們，若有時間可前往我們學校進行

一同商議，但由於兩位教授的行程也是相當緊湊的，是以也

沒有進行更多的商議，教授便開始帶我們進行校園的參訪。

胡志明市醫藥大學主要就是醫學及藥學系，教授帶我們參觀

了他們護理系還在建造的技術教室、醫學系大體的解剖室、

大體的儲存室、以及練習解剖假人的教室還去了他們的圖書

館。他們圖書館的運作方式跟台灣的圖書館也是天壤之別。

教授說因為沒有那麼多的資金可以購買那麼多書籍，所以在

圖書館提供了很多的電腦供學生們查詢資料，而大部分的學

生在圖書館都是帶自己的書去，若要尋找、借用書籍須要先

用電腦查到那本書的編號，交給館員後，由館員到書庫中尋

找取出後交給同學，學生無法自性進入書庫中尋找。 

 

胡志明市醫藥大學 實驗小白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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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o Ray Hospital 

     CHO RAY HOSPITAL是越南胡志明市最大的公立綜合醫

院。到了醫院，香緣老師便帶我們到11樓的會議室，進行醫

院的介紹。聽完簡報後，我們在醫院餐廳的包廂享用了他們

為我們提供的午餐。午餐後休息片刻，便開始進行我們的參

訪行程。我們去了急診室、復健室、 ICU病房、LONG-

TERM CARE。由於公立醫院的關係，病人大多會選擇公立

醫院就診，急診室的病人人滿為患，平均等候就診的時間是

4小時，救護車進到醫院後，會幫病人測量體重及生命徵象，

並由護士進行初步的劃分。急診內有三個房間，一間是X光

室、重症的手術室、以及較不嚴重的手術室。最邊邊則是

ICU。接著我們又去了復健室，復健室比較少人在使用，經

詢問後才知道，我們參觀的時間剛好不是使用的尖峰時間。

接著我們便去了ICU病房，ICU病房的病人狀態都很不好，

在這裡看到的，真的跟在台灣看到得很不一樣。越南ICU病

房的病人，都是赤裸的，沒有穿任何衣物，身上除了一見薄

薄的被單，別無其他。一開始以為是因為照服人力不夠，所

以才要把病人脫光，但問過之後發現，她們一個護士平均照

顧3-4位病人，也沒有到非常多，台灣的照護比比他們多很

多，卻不會將自己的病人拖的一絲不掛。越南在尊重病人隱

私這塊、以及醫學倫理、國民健康保健這些都需要加強。 

 

CHO RAY HOSPITAL的急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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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ình Mỹ Nursing Home 

     我們坐著小巴，到距離市中心有一段距離的護理之家參訪。

護理之家的創辦人帶著他們這裡一位106歲的阿嬤在入口處

迎接我們。阿嬤的身材非常嬌小，好像快被輪椅吞沒了一樣，

阿嬤看起來非常的健康，也很熱情，我們和他合照他也很開

心，雖然語言不通，但是看到阿嬤看到我們的到來笑的那麼

開心，也將快樂感染了我們。接著舞們就開始四處參觀，我

們去了復健室，他們的復健室都是去了國外參訪後，自己試

著做出來的，真的很厲害，在那裡我們還遇到了一個華僑爺

爺，他很認真的在搓手滾輪，後來創辦人介紹說他會說中文，

我們才用中文跟他說話，感覺他聽到中文很開心。五們還去

了應該是失智症專區的地方，他的對外出口平時是鎖起來的，

不可以隨意進出，每一間房間平均住三~四人，房門口有貼

不一樣的動物，方便住在裡面的個案找到自己的房間。在那

裡我還觀察到了，他們的門鎖是朝外的，雖然式喇叭鎖，但

他的裝法故意跟一般普遍的裝法反過來。能夠從外面反鎖裡

面的人。在那裡也遇到一個會說中文的奶奶，他以前是從事

翻譯的工作。他非常熱情的拉著我們聊天，我們要脫隊了，

他還是一直依依不捨的跟我們說話。最後，我們又去了會議

事，聽創辦人為我們做簡報，可以看出他真的很努力在經營

他的護理之家，去了日本、台灣、德國學習。在越南的老人

人口現在已經來到了10.5%。在越南的機構主要有三種，分

別為:國家設立的、宗教設立的以及收費的機構。而國家與

宗教設立的機構通常情況、設備都不好，無法要求太多。而

收費的機構通常都在大都市裡，像是河內、胡志明市。而他

們平均收費大概在200~400美元，遠遠比當地人退休金高出

許多(退休金大約150~200美元)。且當地許多年輕人也認為把

父母送到機構裡是不孝的，和日本、台灣以前的觀念很像，

台灣對於這樣的觀念已經有慢慢再轉變了，而越南才剛起步。

在越南做照服員工作得通常是從醫院出來的護士，而這些護

士都只有受過護理訓練而以。很多人想要投資長照的產業，

然而這類的工作，國家沒有補助，只能自己經營，也沒有保

險可以保障工作，再加上做這份工作的風險也很多，像是過

是病人的家屬、各種傳染疾病的風險、越南對於遵守法律的

意識也不高等等。在這間護理之家的案主，最高齡的有106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B%C3%ACnh-M%E1%BB%B9-C%E1%BB%A7-Chi/37708321912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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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最年輕的只有25歲，很多年輕人因為喝酒、神經中毒、

不重視保健、交通意外事件而住進護理之家。這時，有一位

工作人員就推了一位交通意外事故的受害者進會議是讓我們

看。一拿掉帽子，就看見他的頭有一半不見了。這也讓我們

深深警惕到，要小心騎車，不要搶快。越南的交通，真的不

是一般人可以想像得到的，越南的交通宣導、國民健康意識

都需要受到重視、也需要受到當地居民的重視。只有自己重

視了，才能從根本的改變社會。 

 

Bình Mỹ Nursing Home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B%C3%ACnh-M%E1%BB%B9-C%E1%BB%A7-Chi/37708321912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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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外參訪之生活體驗 

1. 食: 

    這次我們吃了許多當地的傳統食物，很棒，味道真的很讚，

但是我的身體沒辦法消化這麼多的鹽分，所以我第一天吃完

晚餐，我的手就腫起來了，我們吃了各式各樣的「粉」，涼

拌春捲、越南當地古早味零食、越南泡麵以及在台灣沒看過

的紅毛丹以及山竹。 

2. 衣: 

    衣都是穿自己的，但是有看到當地的導覽員、店員穿著越

南當地的傳統服飾「奧黛」都是長袖長褲，看起來非常的飄

逸，也真的很佩服他們在這麼熱的天氣還穿得住奧黛。 

3. 其他: 

當地的物價貞的便宜到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舉例來說一雙涼

鞋，在台灣可能賣到300~400台幣，但在越南一雙涼鞋折合

台幣100元就買的到了!泡麵一包也只要台幣4~5塊。 

伍、 國外參訪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舉例) 

1. 拓展國際觀: 

   沒有去過，就真的只是聽說。用自己的雙眼去看看人家的

好，人家的不好，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2. 增加外語能力: 

    在國外，大部分使用的語言是英文，雖然只去了五天，但

我覺得我的英文還是進步了一些，能夠更順利得跟外國人溝

通。 

3. 結交異國好友: 

    平時其實沒什麼機會認識外國人，除非上網找，但是這次

很謝謝香緣老師為我們安排的三位年輕地陪，我們在這次的

參訪過程中，也跟他們有很多的互動，也將台灣的零食、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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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與他們分享。 

4. 拓展視野: 

    參訪行程與觀光行程最大的差別在於他可以學習到東西、

看見在台灣，或是以觀光客的角色看不到的東西。像是我們

這次去參訪大學，我們就看見了很多很多的大體，這是一般

觀光客、在台灣看不見的。越南的長照狀況也是一般觀光客

無法輕易得知的資訊。 

陸、 感想與建議 

   很謝謝老師們為我們特意安排的參訪行程，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可

以到國外參訪學校、醫院以及機構。真的跟台灣很不一樣。讓我們

拓展了自己的視野以及國際觀，育教娛樂樣樣齊全，也讓我們了解

到英文是多麼得重要。也謝謝香緣老師這麼照顧我們，也謝謝三位

為我們翻譯的三位同學，真的很開心能夠餐與這樣的行程，學弟學

妹們如果未來還有這樣的機會，要好好珍惜、好好把握。謝謝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