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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藥物治療是精神病患重要的治療方式，護理人員每天在執行藥物治療護

理過程中，是最親近病患的，其角色甚至可以影響病患服藥行為，然而

面對醫療環境改變，護理人力縮減，大多數護理人員只求達成正確性給

藥的技術性照護。 本研究目的為探索精神科護理人員參與關懷

(Concern)、照顧(Care)、悲憫(Compassion)(3C)理念融滲於護理臨床實務能



力之成長團體後對於藥物治療護理過程的成長。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現

象學研究法，研究對象採立意取樣，二家醫院，分別為北縣某區域型綜

合醫院及北縣某精神專科醫院，參與完成 3C 成長團體的精神科護理人

員。以半結構式訪談方法進行資料收集，並依據蕭（2007）所提質性研

究內容分析法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精神科護理人員參與 3C 成長團

體後，對於藥物治療護理實務能力的現象呈現出二個主軸層面（一）專

業自我的體悟：反思、甦醒、期許（二）藥物治療護理過程的轉化：不

經心、用心、知心、同心。本研究結果可以顯示臨床護理人員在執行藥

物治療護理過程中，可藉由 3C 成長團體強化以病患為中心人本關懷，落

實關懷照護行為，同時可做為自我省思彼此關懷成長的參考。  

摘要

(英) 

Medication therapy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therapy for psychiatric patients. 

Psychiatric mental health nurses implement medicine therapy every day, and 

become the closest people to their patients. Their roles can even affect patients’ 

medicine-taking behavior. But as the medical environment changes of facing staff 

shortages, most nurses provide nothing more than a skill to give the dru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psychiatric mental health nurses’ 

growth in medication therapy clinical competency, after their participation in a 3C 

clinical practice learning group focused on concern, care and compassion (3C) . 

This research was a qualitative study using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 and 

purposive sampling. Research subjects, were psychiatric mental health nurses 

participating in a 3C learning group. Acquisition of data was performed by semi-

constructed interviews, and Shiau’s (2007) qualitative study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two primary aspects about nurses: (1)Inspiration of professional self: Reflection, 

reawakening and expectation, and (2) Transformations on medication therapy of 

nursing process: from Careless to care, understanding, and empathetic. The 

researcher sincerely hopes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clinical 

psychiatric mental health nurses with a helpful reference concerning the medication 

therap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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