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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護理領導培訓營(GNLI)簡介
ICN 的全球護理領導培訓營(GNLI)始於 2009 年，於今年邁入第 10 屆，
由 Burdett 護理信託基金會大力贊助。GNLI 的主要宗旨在強化護理學者們的能
力，透過高品質的健康照護提升健康成效；同時能確保健康照護專業人員的安全、
健康與社會經濟需求，並能強化有效能的政策改變來引導國家與社區健康層次的
提昇。GNLI 期能透過培訓過程裝備參訓護理專家們的政策領導能力，在各所屬
的國家與區域發揮影響力，同時也呼應「Nursing Now」運動與 2020 年的國際護
理助產年(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Nurse and the Midwife 2020)，以及達成世界
衛生組織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全球的 “全民
健康覆蓋”。
2019 年 GNLI 的預期成效包括在幫助護理學者們增強其政策能力並於下列
領域中發揮影響力：1. 如何影響政策，2.如何識別了解並與護理專業及非專業的
重要關鍵人物合作，並能與政策制定關鍵人物包含政府官員、國際與非政府組織
協商。3.如何檢視並建構實證的基礎，在地方、國家與國際政策與健康社會照護
的背景情境中。4.如何創造並溝通清楚的政治訊息，並傳達給政治家、政策制定
者與一般大眾。從上述的預期成效描述中，可以看出運用實證、有效的溝通策略
與發揮影響力造成改變，是培訓營期待培養的核心能力。今年的 GNLI 特別針對
聯合國提出的 SDGs，設定了 3 個主軸目標：
1. 全民健康覆蓋與健康基本人權(目標 3)(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and health as
a human right)。
2. 基層醫療照護取向(目標 3) (The primary health care approach)。
3. 性別帄等(目標 5) (Gender equality)。
因此今年所有相關的課程與專案計畫的討論與執行，均以上述的 3 項主軸為題進
行。
歷年以來 GNLI 的課程均包含 3 個模組，其中第 1 及第 3 個模組均由參訓
者在自己國家中完成並透過教學帄台繳交作業；只有模組 2 是採現場授課方式進
行，茲分述如下：
模組 1：歸納期(2019.06.0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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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組 1 學習期間，所有參訓學者會與其他共同學習的成員與指導者互動，
並完成個人領導力的評估表、設定個人的 GNLI 主軸目標、檢視個人的能力、邀
請個人的導師並進行互動，完成一份自己國家的護理與助產分析，並閱讀相關指
定的資料。各項學習活動均頇於教學帄台上傳作業。
模組 2：工作坊(2019.09.13-09.20)
工作坊於瑞士日內瓦舉行，本模組透過主動學習的模式激發與支持參訓學
者們的自信與能力，學習如何形成議題、分析政策的背景相關影響因素與過程、
建立與健康照護專業領域中與領域外的聯盟。透過參訪 ICN 與 WHO 並與相關
政策領袖會面，深化參訓學者們的了解。同時透過學習活動鍵結各國學者們的聯
絡網並尋求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模組 3：執行期 (2019.09.21-11.30)
在模組 3 的期間，參訓學者將依據自己發展出的個人發展計畫(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持續與本國導師的合作學習；同時運用已發展出的國際連結
網絡去促進群體的健康及護理專業的發展。最後將進行培訓計畫的過程與總結評
量。

二、模組 2:日內瓦培訓課程內容
在台灣護理學會的大力協助下，於 9 月 13 日下午順利抵達日內瓦機場。本
次 ICN 在各項接駁與住宿事宜均透過 ICN 工作人員 Tania 和 Katia 兩位 email 頻
繁的聯繫與確認，因此本次機場接駁至工作坊會場均由 ICN 負責，顯示 ICN 辦
理各項事務的仔細與周到，也讓參與培訓的我們感受 ICN 對所有參訓學者的重
視。Chateau de Bossey 是本次工作坊舉行的園區，原始是教會學校建築相當古
色古香，每位參訓學者分配一間獨立套房，房內設備非常簡潔僅有必備設施，個
人所有盥洗用品均頇自備。
Day1：Introduction and Orientation
9 月 14 日為開訓第一天，2019 年的 GNLI 主要由 Jane Salvager 及 Diana
Mason 兩位教授負責帶領，Jane 為學程主任也具備豐富的國際合作與政策影響
制定的經驗，Diana 為學程副主任，除了在國際政策有許多經驗外，對於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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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有特別的研究，同時擔任美國廣播節目的主持人有 10 多年的經驗。另外有
一位去年的 GNLI 畢業生 Semakaleng Hyacinth Phafoli 擔任助教，Sema 目前也是
WHO State of the World Nursing Report 工作團隊成員。
上午 11:00-12:00 由 Tania 主持環境介紹，說明相關設施與重要注意事項。下
午開始正式課程 Session 1：Introduction to GNLI 由本次的兩位教授 Jane
Salvage 和 Diana Mason 主持，說明 GNLI 的過去歷史與相關培訓目標，並簡單
介紹後續的重要活動。Session 2 ：Partnership with ICN 由 ICN 的 CEO Howard
Catton 主講。Howard 的口才非常好，他除了將 ICN 的發展過程與歷史意義說
明得非常清楚之外，還將 WHO 的 SGD 與 ICN、護理及全球健康做非常精彩的
連結，也讓我們感受到身為 ICN 一員的重責大任，同時也帶入 WHO 在 2020
年將公布的 State of the World Nursing Report，提示大家此為未來各國政策發展
的趨勢與重要依據，也是大家回到自己國家後應該善用的工具。
課後 ICN 安排了 welcome reception，在過程中有機會請教 Howard 有關演講
內容的問題，他非常親切，當得知我從台灣來時他特別提到 TWNA 近年來對國
際事務的努力與在 ICN 的貢獻，還特別提及 2020 年 TWNA 將會辦理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聽了他的一番話讓我更感受到，今天的我實在是因為 TWNA
先進們在國際社會持續努力與貢獻，才有這樣的機會親炙大師風采，身為後進的
我應該要更加努力追上前輩才行。
本次參訓的學者共有 29 人來自 25 個國家，其中挪威、澳洲、巴基斯坦與
哥倫比亞各有 2 位學者參訓。其他分別為美國、巴哈馬、千里達、馬拉威、賴索
托、蘇丹、南蘇丹、賴比瑞亞、贊比亞、尼泊爾、印度、香港、阿拉伯大公國、
以色列、約旦、喬治亞共和國、阿爾巴尼亞、挪威、丹麥、西班牙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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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My country and the global health agenda
第二天算是正式進入課程，一早 Jane 和 Diana 尌要大家先討論並提出課室應
遵守規範，大家七嘴八舌貢獻意見，終於出來一個版本，其中有一些建議很值得大
家參考的，例如：共同創造教室是一個安全與接納的環境、尊重每個人的意見發
表、準時、課堂上不使用手機(必要時請出教室外使用)等。Session 3：Setting the
scene –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our three themes，Regional group: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challenges：在此單元中簡單介紹 SDG 之後尌直接進入團
體活動，我們以今年 GNLI 的 3 個主軸分組，其中 Universal Health Care 分二
組，Primary Health Care 分兩組，Gender Equality 分一組。各組在大主軸之下共同
討論出 1 個方向和主題，本組以 “Primary Health Care”為主軸，以促進社區心理衛
生、自殺預防為主題，討論在各國的心理衛生推展政策重點、概況、現有的醫療體
系服務，相關的優勢與劣勢等。從分享討論中了解不同國家在相同議題上的處置，
的確受到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不同元素的影響。
Session 4 : Making nursing policy
在各組的分享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來自馬拉威的護理學會理事長，她說明目
前馬拉威因為婦產科醫師的人數過少，無法在偏遠地區執業，因此在該些地區當懷
孕婦女有剖腹產的醫療處置需求時，即由當地受過訓練的助產士偕同麻醉護士團
隊，一貣執行剖腹產手術。這些由助產士執行的剖腹產手術顯著的降低母嬰死亡率
(Maternal Mortality Rate)，也因為這些卓著的成效，目前馬拉威的婦產科醫師串聯
抵制由助產士執行的剖腹產，聲稱他們不具合法性。
馬拉威助產士遇到的政治困境，其實台灣的醫療專業之間也曾出現過，在各
種資源不足的狀況下，護理師與助產師常常是身先士卒、披荊斬棘的先驅；等到成
效出現之後，尌會有更多的專業爭相加入，並且聲稱他們才是最符合資格的專業人
士。面對這樣的困境，Jane

和 Diana 提出了另一個方向的思考。Diana 先瞭解目

前馬拉威婦產科醫師人數是否可以涵蓋目前的需求量，以及婦產科醫師想要主導的
需求；她提出了可以邀請婦產科醫師一貣規劃訓練課程、參與授課與認證過程，既
可以滿足婦產科醫師們的 ownership，又可以解決目前產婦們的醫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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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組的 gender equality 主題以組員個人經驗的分享為開頭，運用 story
telling 的方式吸引所有人的注意。該組的訴求為女性護理人員應該能在個人專業
發展的過程中，能在被支持其他角色(如:母親)的發展情形下，兩者同時並進。貣
源為該組有一位來自丹麥的組員，剛於 2 個月前生產目前仍在親餵母乳中，但因
為 GNLI 相關規定，參訓者不得有親屬隨行，因此她被迫無法完成母親的任務。
因此該組及以此事件為基礎，提出女性護理人員在相關專業工作與訓練上，均應
該有合理的性別友善政策與配套措施，以落實性別帄等的目標。該組的報告獲得
在場熱烈的迴響，同時 Diana 與 Jane 都建議他們可以進一步在第五天參訪課程
與 ICN CEO Howard 見面時提出建議。
當天課程結束時，Diana 宣布因明年是 Nursing Now Campaign 的驗收年，
她徵求目前進行該活動的國家代表，她將請參與學者們討論並檢視內容，最後將
會挑選代表國家，並協助學者們錄製 2 分鐘的宣傳短片，將放置於 ICN 網站作
為宣傳。當天約有 10 位同學前往與 Diana 面談，我也向 Diana 說明蔡英文總統
出席年會並支持 Nursing Now 活動，另外我們也致力於營造護理人員的安全執業
環境，並將於 2020 年 9 月於台北舉行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 以彰顯護
理人員在全球健康的重要角色。Diana 說明她將於次日公布錄影名單。
在研討會期間每日晚餐 GNLI 都有安排圓桌正式晚餐，並且每日都會重新
安排座位，希望每位參訓學者都能夠有機會與其他人互動，是非常細心也很有效
果的安排。
Day 3 : Understanding policy and influence locally
Session 5: Understand Policy and politics, Jane 先定義了 power, politics 和
policy，power 是影響其他人的能力，politics 是決定如何配置稀有資源的過程，
而 policy 則是分配該些稀有資源的過程。所以有影響力才能參與資源分配的決
定與相關分配的過程。她以婦女帄權為例進行說明，並提出了一個政策三角的理
論(Policy Triangle)。

Context

Waltz and Gibson, 1994
Stak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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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Content

Individual

Process

Content 的部分要注意除了自己想要表達的之外，不要忘記你要去說服的
stakeholders 有興趣的是甚麼? 要記得運用實證資料來支持你的說法。例如：如
果我們只說護理人員工作辛苦需要合理的待遇，一般民眾並不會支持你，因為沒
有人覺得自己的工作不辛苦；但如果你說合理的護病比可以降低病人的死亡率，
大幅提高病人安全，則一般民眾會同意與自己相關的訴求，也因為民眾買單因此
政治家也會同意支持因為選票的關係。而 Context 則是系統性的影響因素包含結
構的因素、情境因素、文化因素與外部或國際的因素。Process 則是政策啟動、發
展形成、協商溝通、執行與評價的方式。而 Stakeholders 則泛指在過程中有影響
力、有決定權及有話語權的個人、團體或組織。兩位教授邀請我們以自己的policy
project 為例進行分析。
Session 6: Framing, messaging and media，Diana 在媒體訊息的部分非常專
長，她同時也擔任紐約某電台的主持人長達 10 年以上。在這個 session 當中 Diana
使用一個 framing 的概念說明訊息傳遞者要確認，希望接收者接受的訊息為何?
並組織該訊息呈現框框中你預設的景象。她以為護理人員爭取更多教育資源為例，
說明對於不同說服對象的重點。首先是對政策制定者，說詞如下: “投資具有良好
教育準備的護理人員會提升人民的健康水準，並節省國家的醫療支出”。對一般
民眾則是：”您親愛的家人在住院期間的安全，依賴具有良好教育訓練的護理人
員在床邊守護”；對於醫院的行政主管說明：”研究顯示適當的護理人員配置是
保障病人安全與降低醫院成本的重要因素”。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在政策形成
過程中的利益相關者各有不同立場與關心的議題，因此千萬要了解他們關切的議
題並且放入您想要 framing 的訊息中，才能引貣注意並獲取支持。Diana 特別提
到千萬不要把議題聚焦在護理，而要將議題聚焦在大眾的健康以及目標群體關心
的議題上。
另外在 message 的部分，Diana 提出了另一個訊息三角(massage triangle)的
理論，她提到運用說故事的力量，並且只提出 3 個重要訊息在說明中，以避免模
糊焦點。另外她也提供一個小技巧，對於說服重要官員或決策者準備的文件只能
有 1 頁；若要提供幕僚相關重要訊息只能有 3 頁，若進入詳細計畫與說明，25
頁是上限。善用 1、3、25 的技巧可以讓訊息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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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1:
The problem

Audience:
Value:
Message 2:

Action:

Why the problem exists?

Message 3:
Potential solution

Adopted from Women’s Media Center by Dr. Mason

Diana 提出幾個訊息傳遞的技巧，要簡短清晰，使用例子讓畫面鮮活、依
據你的觀眾選擇適當的語言、不要害怕重複重要的內容、運用鮮活的個人語言例
如例子、類比或視覺元素。她當場示範訪談，在 2 分鐘的訪談中被訪談人應該要
說明自己是誰?要來倡導的議題是甚麼? 結果 Diana 先問受訪者從哪裡來，並接
著問該學者所屬機構是甚麼機構請她說明；結果 2 分鐘時間到被訪談人一點也沒
提到今天上節目的重要議題。Diana 提醒大家這是受訪時常見的現象，請大家切
記用 bridging 的技巧把話題引回主軸上。最後她提醒大家次日下午我們將有 Role
Play，她將邀請 Dr. Faith McLellan 目前為 WHO 的 Editor 扮演 WHO
Director-General Dr. Tedros，Jean 扮演財務大臣，Sema 扮演衛生部長。我們各
組將以昨天討論的主題，每位組員有 1 分鐘的時間說明自己負責的觀點，來說服
明天在座的官員給予所請求的資源。
課程結束後 Diana 宣布要進行 Nursing Now Campaign 錄影的國家代表，包
括尼泊爾、印度、巴基斯坦、賴索托、千里達、澳洲和台灣共 7 個國家。Diana 與
我們約定明天一早先由他進行個人 coach 及預錄 2 分鐘影片，同時明天課程結束
她將邀請 ICN 專屬攝影師來錄製每個國家代表的影片。她同時要求我們分組，
以今天有主持人訪談的形式進行 2 分鐘訪問，每位代表帶影片帶回去自己先觀看
並評估需要改進與修正的部分。每位國家代表都覺得參與錄影是一種榮譽，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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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全力以赴，彼此協助錄影提供建議，同時也對表現優良的地方不吝稱讚，雖
然是在很短時間內必頇完成相關作業，但是大家彼此協助相互支持，讓整個學習
的過程雖然緊張但都覺得非常值得。
Day 4：Understanding policy and influence locally
早上 8:20 第一個到教室準備和 Diana 進行台灣 Nursing Now 的介紹錄影，
經過一個晚上的反覆修改與對鏡練習，還是充滿緊張的感覺。Diana 一到教室先
給了我一個笑容，加上她穩定的語調及說明，緩和了不少緊張的情緒。接著她尌
表示直接用我的手機拍攝影帶，在過程中訊息的傳達大致如計畫講稿，之後 Diana
也回饋相關意見，包括她覺得訊息中帶出醫院因實施安全執業環境使離職率迅速
降低的例子很有吸引力，另外在最後邀請大家來參加 2020 年的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 很有親切感和歡迎的感覺；另外 Diana 也建議影帶中提到的
統計數字要記得加上單位，如百分比。最後她說明在今天課程結束後，尌直接到
指定地點進行拍攝。與 Diana 的互動學習過程讓我體會到鼓勵的重要，以及製造
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對學生的必要性，以及具體的建議可以讓學習者更精確的調
整他的表現。
Session 7: The global health policy landscape
Jane 在這個 session 中介紹了 WHO 的過去與現在，並且分享她在 1991 年
到 1995 年擔任 WHO Region Advisor 工作的經驗，如何在幾乎沒有預算支援，而
且嚴重缺乏人力的狀況下，協助東歐 25 個脫離共產的國家完成國家的行動計劃，
Jane 也在 2004 年擔任 WHO 的資深護理顧問。她也分享在這些工作中所體悟到
的重點：了解自己跟自己的能力，善用自己所有的技能與經驗，別先自我設限，
要建立團隊爭取支持，了解團結的重要性；要冒險，在自己與工作所在地找到適
當的位置，別怕玩遊戲與改變規則。最後她提到影響政策需要持續的努力，現在
不成功不代表未來不會成功。
接下來她希望各組討論次日前往 WHO 及 ICN 的參訪活動中，大家想要再
提出的議題或想法，並請各組分享。在提出各國的健康需求之後，我也在組內分
享了我們目前在國際社會中的困境，負責報告的本組學者也在分享中簡短提及。
當時兩位教授都沒有特別反應，但個人覺得如何有技巧地提及是有必要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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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日課程結束時，在私下的場合我請教了 Diana，台灣希望能加入 WHO 國際
社會盡一己之力的意願，應該如何表達較為妥適? 她建議我不宜在公開場合提出，
可以在私下與關鍵人物互動時，請他/她建議台灣可以採用何種方式對國際健康
有所貢獻? 當時真的佩服教授的建議，能夠既不碰觸加入 WHO 的敏感議題，又
能夠得到相關的意見。也讓我對隔天的 WHO 參訪有更高的期待。
Session 8 : Influencing the global health agenda
在這個 session 中，全班將分成 5 組進行角色扮演，大家要針對自己的健康
議題向扮演 WHO Director-General Dr. Tedros 的 Faith McLellan，扮演財務大臣的
Jean，以及扮演的各國衛生部長 Sema 遊說並提出訴求。各組完成遊說後，由 3
位重要官員進行提問，現場其他組學者亦可以提出問題要求回覆，整體的課室氣
氛非常熱烈，各組也都全力以赴進行遊說。本組以青少年自殺預防計畫為主題，
相關應用的地區則鎖定組員組成的西太帄洋地區、東南亞地區與非洲地區為目標。
本組由香港來的 Alex 為首，他先向官員們介紹今天的組員以及代表的國家，然
後以最近的統計數字每 40 秒鐘，全世界尌有一個人死於自殺為開頭成功吸引了
官員們的注意。我是第二棒，用接下來的 1 分鐘訴求青少年的不健康，將導致整
個世界的未來崩解；同時佐以精神疾患在我們所代表國家的盛行率、自殺在青少
年十大死因的排行的自殺率，以及精神疾患造成的社會負擔高達 16%等數據，最
後以拯救青少年自殺尌是拯救我們的未來作為結論。接下來的南蘇丹、尼泊爾與
印度代表分別說明青少年自殺問題的例子，目前國家缺乏心理衛生基層醫療服務
的現況，以及我們期望 WHO 能夠給予經濟援助，資助我們所代表的國家設立相
關的基層心理健康服務，最後再由 Alex 總結論。
本組的時間掌控良好，在 6 分鐘內完成我們整體的遊說。在官員提問中有
問到需要的基層醫療協助型態為何? 我基於自己在學校工作的經驗，立即回答以
「學校為基礎」(School Based)進行青少年心理衛生基層醫療服務型式，是我們
覺得最快最可行的方式。之後也有問到經費的估算等相關問題。整體而言，官員代
表給我們的回饋是，每一個代表的敘述都有實證基礎，因此說服力極佳；尤其以每
40 秒有一個人死於自殺最能吸引大家認同自殺問題的重要性。官員代表們一致認
為應該補助我們的提案，並且認同我們方案的執行方向。這樣的結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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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很大的鼓勵，也很深刻的體會到這種現場模擬的學習經驗，真的讓我們印
象深刻，絕對不會忘記。雖然是模擬的情境，但模擬官員們的反應相當真實。由
其是扮演 Tedros 的 Dr. Faith McLellan，她的批評非常直接，例如：你們的重點
到底是甚麼? 需要這麼多錢，我需要問問財政大臣；衛生部長你覺得可行嗎? 她
也建議，所有的代表說話一定要清楚簡單，要善用聲音表情 “像美國人一樣誇
張”。Diana 也建議，組內的分工要做好，在提問時每位組員應該都要能勇於
表達回應，不要僅有組長或少數人回答。另外她和 Faith 都提到故事的力量，故
事可以打動人心，善用故事會讓我們的遊說更有影響力。在課後 Diana 也給我個
人的回饋，她表示我一站出來的自信會有助於表達內容的可信度，而且我一個
字、一個字清楚且大聲的說，會讓訊息傳遞的清晰度更加分。很感謝 Diana 的回
饋，讓我更印證自己可以運用的優點，且能更精確掌握預計達到的效果。
當天最後一個 session 是為次日參訪 WHO 和 ICN 的準備。Jane 向大家說
明一早集合的時間，必備的證件以及昨天請大家討論想在參訪互動中，預備提出
的問題；並簡介明天參訪中我們可能會遇到的重要關鍵人物。她特別提到 Tedros
曾說 “Health is a Political Choice”, 我們若有機會要向他表達對支持護理專業的
謝意，套用他的話 “ Investing in Nursing is a Political Choice”。
雖然結束 session 8 時已經接近 18 點，參與 Nursing Now 錄影的 7 國代表，
仍然繼續下一個錄影行程。Diana 特別邀請 ICN 的 Head of Digital and Sponsorship
Pilar 掌鏡，幫我們進行指導並錄影。過程中 Pilar 和 Diana 一直很親切的支持和
協助我們，希望能消除緊張讓我們都有最好的表現。我是接續在澳洲學者 Shelly
之後，看到攝影機和用手機錄影非常不同，有視線對焦的點，要保持微笑，還要
不能忘詞，同時你只有 2 分鐘要同時完成上述的所有工作，雖然身為護理教師多
年，上課也算是日常工作，但面對此種新的嘗詴還是會有吃螺絲的時候。還好
Pilar 的笑容很有安定人心的力量，我也在第 2 次錄製後得到 OK 的回應，一日漫
長的行程暫時先告一段落。

Day 5 : Connecting with global health stakeholders
一早 7:40 所有參訓的學者都準時集合，出發前往日內瓦 WHO 總部。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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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家既興奮又期待，遇上日內瓦上班的交通尖峰時間，終於在預定時間抵達。
許多參訓的同學一進 WHO Hall Way 見到天花板一片旗海，都忙著尋找自己國家
的國旗。我們被引導進入會議室中，大家圍著 Round Table 坐下來，今天接待我
們的是 WHO Chief Nursing Officer Elizabeth Iro，她在 2017 年接受 Dr. Tedros 的
任命，在此之前她擔任 Cook Island 的衛生部長，在庫克島及紐西蘭推展了多項
衛生改革政策卓有成效，同時她也是執業的護理師與助產師。在圓桌會議開始不
久，Tedros 尌抵達會議室跟大家致意，他表示明年 2020 對護理界是重要的ㄧ年，
因為明年是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Nurse and the Midwife，明年他將邀請東
加的合唱團前來 WHO 參加慶祝典禮，因為醫療照護專業尌如一個合唱團，每一
個專業都很重要，而且都擁有不可被取代的角色，只有每一個專業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並且一貣和諧的運作才會有美妙的歌曲呈現。大家在 Tedors 致辭後前往
大廳合影，之後返回會議室外進行茶敘。
因為前二天 Jean 和 Diana 給大家的準備，大家都在茶敘時間搶著和
Elizabeth 交談，我也趁著有空檔提出我的問題，我先向 Elizabeth 自我介紹來自
台灣，接著請問她台灣護理專業應該如何在國際健康中貢獻一己之力，給我們一
些建議。果然政策制定關鍵人物的敏感度驚人，她首先表明她的身分恐怕不宜說
明甚麼，因為她的說法尌代表 WHO 的說法。但是她也非常和善的附加說，她很
清楚 TWNA 在 ICN 做了很多事，對 ICN 貢獻良多，她覺得 TWNA 可以循此模
式繼續努力。當時在場的還有 Denmark 的 Stefanie 和來自香港的 Alex。幸好
Alex 雖然在香港理工大學的 WHO center 工作，但本籍是希臘人，因此並沒有
在中國與台灣的議題上有任何特殊的政治立場，所以簡短的互動也算是成功。從
之前與 Howard 的對話以及這次和 Elizabeth 的互動，其實可以感受到國際組織與
其他國家對台灣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囿於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無法對於我
們爭取合理地位部份給予支持，但對於目前 TWNA 採取的策略都是給予支持
的。
茶敘之後由 Fran McConville 為我們簡報 WHO 在 Maternal and Newborn
以及 gender inequality 相關議題的工作模式與現況。Fran 是 WHO Office of Chief
Nurse 的官員，也在第 3 天晚上到培訓營與我們共進晚餐，她對於工作的投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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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忱是我們都熟知的，也從她的介紹中我們更瞭解 The State of Nurse and Midwife
Report 2020 對於全球接下來的母嬰照護政策有重大的影響。
在我們進行簡報後各國護產現況交流時，Dr. Tedors 突然返回我們 Round
Table Meeting 的會場，同時對於他接下來全球健康政策推行重點與現況作分享，
他也特別指出 The State of Nurse and Midwife Report 2020 對全球護理與助產發展
是重要的指導方針，各國應該依據報告中的 Action Plan 發展適用於自己國家的
行動方案；他也指出性別帄等的重要性，若性別帄等能被落實則全球的母嬰健康
應該會有更多的提升。意見交換中本培訓營學者也提出 invest young leader 的重
要性，Tedros 也附議各國應該要有培養新一代年輕領袖的計畫，以及培養新接
班人對永續發展的重要性。當天的意見交流在 Tedros 離席後仍持續到約 12:30
才因為後續大家各有行程而結束。

趁著中午的空檔，同行的學者們約 10 位決定一貣小遊日內瓦，日內瓦是一
個非常迷你的城市，以隆河為界分為舊城區和新城區。舊城區目前是世界各名牌
的總部各類精品珠寶衣物皮件應有盡有，當然價錢也不便宜。新城區尌是各國際
組織的總部，像是聯合國及各分支機構如世界衛生組織、UNICEF 等，當然各國
的使領館也是重點。我們一路步行沿路參觀了紅十字博物館，博物館的門口樹立
了一群人的銅像，這群無名氏全部戴頭套，雙手上鐵鍊沉默的列出隊形站在入口
處，整個景象非常有震撼力，也凸顯了紅十字會救援的特徵。博物館中有許多互
動式展出與受難者證詞，讓一直享受民主自由的我們深刻體會，民主是奮鬥而來，
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帄正義和政府機構的健全運作，都是大家努力建置與維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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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捍衛我們目前享有的制度與政體，是目前陷於選舉狂熱的台灣民眾們應該堅
守的共識，與最後也最重要的防線。

當日下午我們將有約 3 小時的 free time，並於 15:30 需抵達 ICN 在日內瓦
的總部辦公室進行 Welcome reception, 並於 17:30 前往 La Perie du Lac 湖濱餐廳
參加 ICN 的晚宴接待。應我國駐瑞士台北文化經濟代表團日內瓦辦事處副處長
施金水副處長邀請，在下午 3 點見面茶敘，感謝施副處長在百忙之中邀請，也從
他的描述中略知我國辦事處如何努力維持與 ICN 的聯繫與合作，以及每年我們
參與 GNLI 也是我們與 ICN 緊密聯繫的策略。
在 ICN 總部的茶敘我們有機會看到 ICN 以非常精簡的人力與有限的辦公室
空間推動全球的護理發展業務，他組織規劃與執行的能量真的令人佩服，茶敘中
也邀請了一些貴賓彼此的互動一直持續到晚宴。
當天與我們同桌的 Dr. Heather 是國際救難組織護理部門的負責人，她的工
作非常有挑戰性。她負責招募護理人員到國際災難救援需求的地區，我們從她的
工作討論到全球氣候變遷如何讓災難的發生更頻繁，使傳染病的流行超過我們的
預期與控制範圍。也談到救難組織的財政與募款，以及募款管理與相關的不當使
用狀況。雖然是天南地北的談天，卻從中體會到台灣真的無法置身於國際社會之
外，不管在國際衛生組織如 WHO 我們是否為正式會員國。
另外我學習到的一點是在與貴賓共桌的場合中，如何破冰並且引導議題討
論的方向。當晚與 Diana 同桌，Dr. Heather 可能因為與我們不熟，開始時稍微
沉默，Diana 很主動的介入，請我們每一個人向 Dr. Heather 自我介紹，然後她用
14

幾個簡單的問題，例如 Dr. Heather 你可以說一說你的工作在做些甚麼嗎? 我們
從她的描述中找到個人覺得有興趣的點，相關的問題與交談或回應尌一直接連不
斷，最後晚宴結束時，Dr. Heather 表示今晚的交流晚餐非常愉快。真是讓我佩服
Diana 的功力，如何讓貴賓覺得意猶未盡的交流，這種能力在國際交流的場合真
的非常重要。
Day 6：Influencing global health stakeholders
Session 10：Reflection on networking，在這個 session 中 Jane 和 Diana 分
別分享了他們昨天拜訪 WHO 的安排，尤其 Jane 提到過去拜訪 WHO 都是由他們
安排簡報與說明，因此訪問的行程很難有互動交流的機會；今年他們特別請 WHO
減少簡報而多一些交流座談，果然激發出不同的結果也吸引了很多相關部會的重
要首長前來，特別難得的是 Director-General Dr. Tedros 不但前來還停留了超過原
訂的時間，顯見他對於 GNLI 活動的重視，這也是我們覺得非常榮幸的部份。Jane
也分享在過程中因為 Tedros 的臨時加入，使得原先主持的 Elizabeth 計畫改變，
Jane 快速反應以 GNLI 的 director 身分感謝 Tedros 的光臨，並且說出 “Health is a
Political Choice”，並衍伸至“ Investing in Nursing is a Political Choice”來表示護
理專業對 Tedors 重視護理並任命護理人員擔任 WHO Chief Nursing Officer。Jane
的反應非常快也很清楚掌握時機，將重要訊息傳遞給關鍵決策者，也掌握了不多
於 3 個重點的原則，果然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另外 Diana 也分享昨日參訪座談時，Fran 尌坐在她身邊，交流中知道目前
WHO 人力非常短缺，讓他們的工作非常繁重幾乎要超出負荷。Diana 說明因為
Fran 是 WHO 正式員工，因此會有獨家的內部資訊，她善用自己身為訪客的話語
權，在 Tedros 提出各項未來計畫時，除了贊同他的創見與計畫對全球健康的重
要外，特別帶到人員(Staffing)的部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Diana 的表達方式既幫
助 Fran 提出他們的困境，也不會暴露內部的消息來源，這種多方考量並顧及各
種立場的表達方式，又讓我們見識到老師們的縝密思慮與高超的表達技巧。另外
Diana 也提到昨晚的晚宴與貴賓互動的技巧。因為當天早到教室，我特別向 Diana
分享了我昨晚的觀察與從她身上學到的處理方式與技巧。她說她很高興有人注意
到在社交場合中如何進行接待(hospitality)，促進與會者之間的互動與交流，這也
15

是身為 leader 應該學習與注意的。
Session 11：Now is the moment-Year of the nurse and midwife 2020, nursing
and policy landscape。這個部份是由我們的助教 Sema 主持，Sema 是 2018 GN 的
結業學者來自賴索托。她在今年 7 月以 manager 角色，參加 WHO 的 The State of
the World Nursing Report 的資料收集與撰寫，因此由她來說明該報告最為適當。
本報告以 WHO 分區為單位，請各國依據 WHO 的 template 提供自己國家的護理
與助產的現況；撰寫團隊將彙整分析各國的資料，提出現況報告與未來發展的指
導原則，並請各國依據指導原則發展本土化的行動計畫並制定相關政策。其進行
的流程基本上與昨天 Dr. Tedros 說明的一致。目前資料已收集完畢正在進行分析
與撰寫，預計 2020 年 WHO 大會時以 Year of the Nurse and Midwife 為主題進行
發表。雖然我國因為非 WHO 會員國，在這本 180 頁的報告中不會特別被提出，
但是它絕對是一本影響重大的政策宣示文書，我們必頇要密切注意同時要準備相
關配套執行。
Session 12：View from the top
在這個 session 中我們被要求以 Political Triangle(見 P.8)為 Model，在前半段
時間中以自己即將在 Module 3 執行的專題為例，進行具體的分析與策略的撰寫；
並於後半段時間挑選一位不了解計畫的夥伴，彼此互相介紹自己的計畫並傾聽對
方的建議。我以建立在台灣舉辦 LFC 畢業生的校友聯繫網為題，希望透過一連
串的網路活動與分享，能串聯分享彼此的資源發揮影響力，共同提升國家與地區
的健康照護涵蓋率。
與我同組的來自南蘇丹的 Rupent，他是南蘇丹的護理學會理事長。他說明
他的計畫是要具護士執照的護理人員能進行執業登記，以便杜絕沒有執照卻從事
護理工作的非法人員。我先請問他此計畫是否受政府支持? 他的回答是支持的，
但蘇丹民眾卻無法分辨執業人員是否有證照。他希望能透過民眾教育、與論支持
和專業團體合作來成目標。我建議他以台灣的經驗，取得政府支持並訂定專法應
該是最有效率的方式，至於他所提到的方法可以作為配套，應該會讓計畫推動更
順利。另外哥倫比亞與阿爾巴尼亞的學者他們希望能共同辦理線上護理領導力培
訓課程，因為顧及經費與跨國合作的關係。我分享了台灣護理學會辦理 LF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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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若要真正造成行為的改變，實例的練習與實作很重要，因此若要結合跨國
師資做線上課程學習，應該要加入在地導師指導分組或個人專題計畫執行。兩位
學者提到若計畫執行時希望我能加入成為他們的師資之一，我表示非常榮幸也願
意加入。
Session 13：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the next step
在這個 session 中 Jean 和 Diana 要我們寫一封信給自己，用 3 分鐘的時間盡
量寫下現在所想到的任何訊息及感覺。另外拿出自己在 Module1 自評的Leadership
Assessment Tool，重新檢視一次在 module 2 即將進入尾聲時，我們覺得自己在各
項評值中有無任何改變。因為團體的成員不論自主性或功能性均很高，因此 Jean
和 Diana 要求我們做自我檢視分析，並依據我們自我檢視的結果，在module 3 階
段撰寫自己的個人發展計畫。
因為明天尌是我們的結業式，Jean 特別宣布明天將出席的各國政府代表，
Diana 則要求我們每人寫 1 分鐘畢業致詞，內容包括我是誰?從哪裡來?目前工作
為何?以及畢業後回國預計做什麼?( I am …., I am from……, My job is …, When I
go home, I will….)，每位學者都要上台預演，由 Diana 協助直到每位的畢業致詞
都達標為止。這個活動讓我們感受到結業式的隆重與尊榮，如何顯示我們對各國大
使光臨感謝，以及如何展現 GNLI 成果，這個畢業致辭是非常重要的具體行動，大
家都是全力以赴，力求盡善盡美。
Day 7 ：Next Steps in policy leadership in my country
Session 14：Preparation for the module 3 & Session 15 Review of GNLI，一早大家都
著裝正式禮服來到教室，進行最後的一堂課，Jane 簡要的說明今天時間的安排後，
隨即發給大家評值表，非常簡潔內容完整性很高，也包含了質性與量性的評值回
饋，很值得參考。Jean 也簡單說明 Module 3 的相關重要活動與時間表，Diana並請
大家先思考結訓後最近 2 週內自己設定的計畫目標，他們非常清楚回到工作崗位後
大家的日常工作負荷與新加入計畫應如何列入時程表中的重要性。一早ICN 的
Programmes and Projects Manager Claire Medd 也來到教室，邀請大家一定要加入
GNLI Alumni，並同時簡介了 ICN 其他的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例如 LFC，
他另外也提到 ICN 將推出新的 program ，將更聚焦於政策的影響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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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評值表

在結束所有叮嚀前，Jean 送給我們今天的提醒：If not Now, then when? If
not us, then who? If not here, then where? 來勉勵我們身為 global nursing leaders 的
社會責任與承擔。另外 Diana 也勉勵我們 “Vision without action is hallucination”，
要積極採取行動，政策的改變絕對不是一蹴可及，需要持續不斷的嘗詴與努力，
不要忽視努力的累積才是造成改變的力量。接下來的結業式非常簡單隆重，感謝
我國駐日內瓦文化經濟代表團，大使銜處長王良玉處長與施金水副處長蒞臨結業
式，並由王處長頒發證書，過程中處長與副座和 Jane, Diana,以及 Howard 的互
動，可以看出我國與 ICN 之間建立的深厚情誼。尌如兩位教授所說，這是一個
開始，我們站在最好的位置上，面對 2020 年這個重要的里程碑，自當奮力前行
開創另一個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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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訓心得與建議
心得
在許多人的精心安排與努力下，成尌了 2019 年精彩又充實的 GNLI 培訓營，雖
然目前的 Module 3 仍然在進行中，在前後長達一年的設計中，不得不佩服program
director Jane 和 Diana 的設計。面對我們這群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訓者，他們瞭解每
一個人的背景與優點，在培訓活動中運用各種教學策略，刺激我們不斷的自我反思
與自我學習。其實真正 lecture 的時間非常短，投影片也僅是參考與提示重點；常常
一兩張投影片，參訓者尌要用一兩個鐘頭的時間去討論、構思並完成相關的學習活
動。也透過這樣的不斷與不同學者分組合作，我們不知不覺打破彼此的界限，主動
要去熟悉與傾聽對方。一些相關的教學策略非常值得參考，例如：

1. 第一天的破冰活動，我們收到一張九宮格，每一格寫了一些現象或活動，譬如:
參加合唱團、每天 7 點貣床、不吃肉、左撇子…等等，請每位參訓者去尋找具
有這些特質的人，然後寫上他/她的名字，在時限內看誰能全部完成，趣味性很
高也可以多了解一些個人特質。
2. 培訓期間學員統一居住於同一地點，對外交通不便，增加學員間的互動。每天
晚餐均列入正式行程，在受訓期間的每天晚餐都是正式晚餐由餐廳服務人員上
菜，大家依據名牌尌坐，依據每天有設定的主題或是與邀請共餐的來賓一貣互
動。這樣的晚餐安排讓大家有機會學習在正式晚宴中，如何與大家互動學習，
是另一種非課室中的學習但是卻能養成重要的能力。
3. 從第 2 天開始，每天早上由 Jean 與其他學員主動提出一位自己國家的護理典
範，藉由其事蹟的分享，可以激勵大家見賢思齊。首先 Jean 分享了去年 GNLI的
一位參訓學者，他在非洲偏鄉創立了 nurse lead clinic 是當地唯一的醫療資源，
同時也藉由此據點進行相關的生活扶助。但因為戰亂關係，他已經不幸喪生，
但留下的改變仍持續進行中。後續幾日分別由馬拉威、澳洲與瑞典分享，有從
第一線臨床實務(包括學校)，有從行政層面來推動全民健康並使護理專業在該國
的能見度與社會認同提升，藉由此種真實案例分享，特別激勵人心。
4. 每天的課程開始前都有一段每日一句鼓勵大家，是一個相當勵志的每日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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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強化 Nursing Now Campaign 成果的展現
從整個參訓的過程中，只要遇到重要決策人物都會提及台灣護理學會對 ICN
的支持與貢獻，或是知道台灣護理學會透過 ICN 對國際健康的貢獻。明年 2020
年無論對 ICN 或 WHO 都是重要的一年，由 ICN 發貣的 Nursing Now 明年將
是展現成果的一年，如何積極參與各項 Nursing Now 的活動是展現台灣護理
專業實力的最佳管道。因此明年 9 月份的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 應
該透過各種管道多加宣傳，增加國際的參與度，以提升台灣護理專業在國際
的能見度。
2. Make the thing about everyone, not only nursing
當議題與大眾利益相關時，才能爭取到大眾的支持。在說服與改變的過程中，
我們需要爭取盟友與政策的支持，但在過程中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考量與立場。
因此在過程中千萬不要只強調對自己的重要性，例如提升護理人員的教育準
備，其訴求應該不只是在提升護理的專業度，而應該把重點放在照護對象的
安全與服務品質。有高品質的護理人員，才有安全的醫療環境，也才能保障
照護對象的醫療照護品質。
3. 積極參與 GNLI 與 ICN 的相關培訓營，並持續加入相關社群
GNLI 開訓至今 10 屆，據悉應有約 300 位的 Alumni，也有結構化的校友組織
但各屆校友之間的聯繫較屬個人關係。今年 2019 的 GNLI 學員開設了 What’s
group，群組中的互動較 Alumni Facebook 熱絡許多，可以多利用這些相關管
道，維繫與同屆學者的合作，例如最近有學者提議以氣候變遷護理人員的角
色為題，大家進行資料分享與彙整，並於相關研討會中發表。以這樣的方式
進行國際的連結是一個較容易達成的方式。
4. 全方位多元的學習情境安排
在日內瓦的培訓期間，幾乎所有的生活活動都與學習之間息息相關。從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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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學共餐或晨間運動，到每日課室中的團體/分組活動、角色扮演與練習，
與不同客座教授的上課或課後交流，ICN 與 WHO 的實地參訪，與世界級的
重要領導人物互動，到每日晚餐彼此交流討論的安排，都讓我深深體會學習
無所不在，也非常佩服 ICN 與 Jean、Diana 和 Sema 的費心設計。
5. 善用媒體、善用說故事的力量
在本次的培訓中，對於如何 framing 訊息有相當多的著墨，也有相關令人印
象深刻的練習，尤其是掌握 3 個重點和說故事兩個原則，在訊息的傳遞上非
常有用。護理人員在養成過程中其實收到相關的訊息或訓練較少，這樣的表
達技巧的養成與有效溝通能力的增進，應該是我們未來可以努力的部分。

四、致謝
非常感謝這次學會的推薦與贊助，讓我有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得以參加
ICN 的 GNLI 接受培訓。過程中從許多不同人不同的地方，知道因為台灣護理學
會所有護理先進們的努力，讓 ICN 及 WHO 都肯定我們在國際護理的貢獻。尤
其在國際情勢這麼詭譎的狀況下，真的深刻感覺自己的責任重大，如何傳承並且
繼續努力撐住這一片天。
還有學會在各種行政事務的協助以及貼心準備學會的紀念品。紀念品的精
緻程度讓與會學者們都讚不絕口，很多人收到後都直接別在身上也一直稱讚學會
的週到。還有幾位學者私下希望能多有一份回國致贈長官，可見學會的紀念品可
是搶手的外交禮物。最後要感謝出國受訓前幾位先進的提點，於出發前閱讀相關
的現況報告與政策重點，使得受訓期間更能精確掌握重點並提出說明與分享，尤
其在分享 Nursing Now Campaign 部分，讓 Diana 感受到台灣的不同因而獲選拍
攝宣傳 video。最後要感謝我國駐日內瓦文化經濟代表團的王處長和施副處長，
對 ICN 實質的支持，因為他們的努力使我們通往日內瓦的道路可以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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