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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論文題目:床邊巡迴輔導教師之角色研究 校院系所名稱: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徐蔚君 指導老師:蘇雪玉 論文頁

數:161 頁 摘要正文：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床邊巡迴輔導教師面對



癌症病童時的服務及角色」，以自編問卷及訪談為研究工具，對象包括床

邊教師、醫護人員及病童家長。所得問卷資料以次數百分比進行資料的處

理，並輔以訪談資料進行分析及最後的歸納整理。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

下： 一、床邊教師的服務內容 根據本研究結果，床邊教師的服務內容範

圍廣泛且多元。 服務的對象包括了病童本身、病童的家庭和病童學籍所

屬的學校教育單位。 二、 床邊教學的工作運作情形及與重要他人的關係 

（一） 床邊教學大部份以一對一方式進行，服務對象以癌症病童為主，

年齡分布從學前到高中職階段。 （二） 每位教師平均每週接觸一位學生

的次數以三至四次為最多，以在病房面對面，輔以電話、網路方式進行教

學與輔導，每次與病童接觸時間在 31-90 分鐘不等 （三） 床邊教師與一位

家長每週的接觸次數也以三至四次為主、每次接觸時間在 60 分鐘以內，

連繫方式以面對面為主，輔以電話連絡主。 （四） 醫療人員與床邊教師

接觸的時間每次在 30 分鐘以內，頻率不固定，在醫院中面對面接觸為

主，輔以電話連繫。 （五） 在課程安排上所考量因素，床邊教師、醫護

人員及家長均認為應以病情為首要考量。 （六） 課程進行方式上教師表

示以直接教學及編序教學為最多、運用多媒體輔助，並且重視病童的自我

學習、同儕互動、及運用社會性故事進行教學；醫護人員認為床邊教師在

教學上以直接教學為最多、其次為運用多媒體、情境教學、同儕互動及生

活經驗統整。 （七）床邊教師與其他床邊教師間，會運用固定時間回到

西區特殊教育中心進行資訊的交流、個案研討，在教學上進行分工與合

作，是彼此的情緒支持來源。 （八）床邊教師與病童互動頻繁，關係親

密且靠近，病童多對教師依賴且期待。 （九）床邊教師與家長之間接觸

頻繁，因此關係親近且靠近，由於家長面對孩子疾病而感到無助，床邊教

師也提供了情緒上的支持及陪伴和家長的關係是相互信任的。 （十）床

邊教師與醫護人員之間的關係及互動情形，視各不同院所而有所差異，但

原則上床邊教師與醫護人員為合作關係，在相互尊重的原則上，互相提供

資訊及協助。 三、床邊教師的角色扮演情形及如何扮演稱職的床邊教師 

(一)床邊教師的角色扮演是多元且變動的。 (二)床邊教師、醫護人員及家

長均認為床邊教師扮演著「教學執學者」、「溝通協調者」及「親職教育

者」 (三)大部份受訪家長認為床邊教師沒有較難發揮的部份 (四)床邊教師

及醫護人員均認為「衛教諮詢」為最床邊教師在功能上較難發揮的部份。 

(五)受訪教師及醫護人員均認為「社福諮詢」、「醫療連繫」、「輔具介

紹」及「生命教育」在功能上較難發揮。 (六)以目前的服務情況而言，有

95%以上的家長及醫護人員，對於床邊教師的服務，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七)醫護人員對於「遠距教學」部份仍有期待；家長則是期待能有更多的

「教育資源提供」。 (八)床邊教師認為自己應在專業上更精進，熟悉小學

至國中的課程內容，並持續續充實各方面的訊息。 (九)角色定位及服務內

容應更為清楚，以能將工作推展得更順利；也能讓合作醫院能更清楚教師

的服務範圍，有利與醫護人員之間的分工及合作。 關鍵字:身體病弱、癌

症病童、床邊教學、床邊教師  

摘要

(英) 

A Study on the Role of Hospital Bedside Teacher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ole that bedside teachers play and the assistance they provide for 

school children who have cancer.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involving school 

children who have cancer, doctors, nurses, and children’s parents.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obtained in the survey revealed the following: 1. The range of bedside 

teachers’ assista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bedside teachers help various people in 

various ways, They assist not only the children but their families and the schools 

they attend. 2. The facts and importance of bedside teaching (1) Mostly, it’s one-

to-one tutoring. Students vary from pre-school to senior high school children. (2) In 

average, every teacher teaches a student from three to four times a week, 30 to 90 

minutes each time. Mostly, teaching is carried on in the room in hospital, added by 

phone-calls and Internet computer. (3) Teachers talk to children’s parents face-to 

face three to four times a week, the time taken is about an hour each time. (4) The 

frequency of teachers’ consultation with doctors and nurses is not certain, and the 

time taken is around half an hour each time, in hospital or on phone. (5) Teachers, 

doctors, and parents agree that the curriculum b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patients. (6) Most teachers say they use direct teaching method, added by 

using multimedia. They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elf-study, peer-interaction, 

and teaching with the models in society. Doctors and nurses say that they see 

teachers mainly use direct teaching method, while teaching with the help of 

multimedia, situation teaching method, peer-interaction, and the sharing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re also the ways teacher use in their teaching. (7) All the bedside 

teachers meet periodically to discuss the cases they have dealt or are dealing with. 

They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s well as give one another assistance and support. (8) 

The children get along well with the bedside teachers. The increased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children explain the children’s expectation of and 

dependence on teachers. (9) The increased interaction between children’s parents 

and teachers proves their sympathetic relationship. Teachers often offer help and 

support to the worried and helpless parents. They confide in each other. (10)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doctors or nurses differ from 

hospital to hospital. While, basically, they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in providing 

information as well as assistance. 3.The ways a responsible bedside teacher play 

(1)The role bedside teacher plays is multiple and varied. (2)Teachers themselves, 

doctors, nurses, and parents regard bedside teachers as “virtual teachers”, 

“negotiators”, and “parent-like educator”. (3)Most parents interviewed say 

bedside teachers can take good care of everything needed. (4)Teachers as well as 

doctors and nurses regard “consultation on medical care” the toughest job among 

all the works they do. (5)Teachers, doctors, and nurses interviewed agree that 

“consultation on social welfare”, “medical help”, “the assistance in getting 

special devices for patients”, “to help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life” are the 

difficult tasks for teachers. (6)Over 95% of the parents, doctors and nurses 

interviewed find the job bedside teachers do satisfactory or very satisfactory. 

(7)Doctors and nurses expect more “long-distance teaching”. While parents 

expect to have more educational resources provided. (8)Bedside teachers admit that 

they have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get familiar with curricula ranged 

from elementary to high school, and expand their knowledge on every field of the 

society. (9)To facilitate the teaching and assistance, the role and the job of bedside 

teachers should be defined clearly, so that the cooperating hospitals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tails of bedside teachers’ job, and provide necessary help to them 

for the benefits of children. Keywords:health impairments,child with cancer,bedside 

teaching,bedside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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