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麻醉護理人員的抵抗與順服 
 

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提到工人們雖然對管理階層由抵抗行為的產生，但是他

們的這些反抗行為只是想要抒發對管理階層的不滿、以及反應不合理的管理方

式，讓工人能夠獲得心理平衡。而工人們的「趕工遊戲」也是在管理階層默許的

情況下，讓工人透過不斷的趕工，去賺取較高額的薪資，但這只是管理階層透過

默許工人「趕工遊戲」來達成隱晦的管理控制。在麻醉護理人員身上是否有相同

的抵抗行為與順服行為呢？這些抵抗行為與順服行為的意義與工人們有什麼不

同呢？ 

 

在第三章結尾，透過與麻醉護理人員訪談中，歸類出幾件他們不滿的事項，

而這些不滿的事項很明顯的都是，這些不滿都是麻醉護理人員與醫生相比之下所

得到的結果。病人對醫生與對他們態度好壞相差很多。在工作上，麻醉醫師是上

級，所有的命令指示都來自醫生，而不合理的工作內容也要照著去執行（值班獨

自執行麻醉）。最後是麻醉護理人員承擔絕大部分的工作，而麻醉醫師的薪資待

遇卻遠多於麻醉護理人員。面對這些不滿，麻醉護理人員有什麼行為來抒發或是

表達內心的不滿呢？ 

 

第一節 麻醉護理人員的抵抗 

 

1. 出國就職 

 

在台灣醫生與醫護人員的薪資水準差距之大，遠高於許多先進國家，對於麻

醉護理人員而言，這種體認更是深刻，因為他們的工作已跳出了遵從醫囑進行照

護，他們已跨入執行醫療的行列了。與麻醉醫師相對照，多數的麻醉護理人員擔

 - 60 -



負了第一線的麻醉工作，但是薪水、待遇、地位卻遠遜於麻醉醫師。 

 

而且許多先進國家也正面臨護理人力不足的現象，而麻醉護理人員不但熟悉

護理工作，還會麻醉技術，且國外護理人員的專業不像在台灣如此的被輕視，薪

資待遇也大幅上升。因此許多麻醉護理人員懷抱著出國，在外國從事護理工作的

想法。 

 

我們同事有些比較年輕、學歷比較高的，一直有在學外文，就是

想出過去賺美金阿，我如果沒有家累，又年輕個幾十歲，當然會想去

試試。（訪談者 B） 

 

我年輕的時候有出過國，在沙烏地阿拉伯做過麻醉，薪資給的多

台灣太多了，假期也比較多，事情也比在台灣來少。（訪談者 E） 

 

美國、澳洲那邊也是很缺護士，我們又會麻醉，還可以用技術移

民，申請更容易，又不會跟在台灣一樣，沒有人看得起。（訪談者 C） 

 

在國外平均一個護士要照顧的病人數比台灣低很多，需要照顧的

病人少，代表工作量當然比較少。（訪談者 F） 

 

許多麻醉護理人員還抱著出國的想法，理由包括：薪資水準高、工作量減少、

地位提高。但是出國意味著要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重新開始，還必須具備一定

的外文能力，因此年紀、資歷有一定的麻醉護理人員僅表示，若年輕幾年還會想

要嘗試，現階段則比較不考慮。不過現在護理人員教育水準上升，語文能力也較

以往好。因此對於年紀較輕的麻醉護理人員來說出國工作是能夠提高薪資待遇、

社會地位、脫離現狀的大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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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轉換其他護理相關工作 

 

比起其他的護理工作，麻醉工作要來的壓力沈重與辛苦，麻醉護理人員上麻

醉時，隨時需要面對的是可能消逝的生命，必須不時目睹病人大量出血、休克、

開放性骨折。麻醉過程中還必須面對發生麻醉惡性高熱、病人死亡的狀況，目睹

病人在自己手上失去生命，對麻醉護理人員是個沈重的打擊。而且麻醉護理人員

的工作還必須面對針頭扎致病的潛在危機、懷孕情況下執行麻醉工作、X 光輻射

照的潛在危機、機器設備老舊不全、吸入麻醉氣體之危機。 

 

做麻醉看過場面可多了，刀傷、槍傷、車禍、粉碎性骨折、開放

性骨折（骨頭破出肢體）、缺手斷腳的，由時候到院過世的病人還是要

做急救。所以我們每個人的心臟都很強。因為不強的都走了（笑）。（訪

談者 A） 

 

我最怕幫小孩子上麻醉，不像成人，身體反應很劇烈，狀況會

變很快，有時候上一秒鐘心跳、血壓、血氧濃度都很正常，但是一

轉個頭看別的東西，小孩子全身黑掉一半，要立刻急救。所以我最

怕麻到小孩子。（訪談者 B） 

 

麻醉氣體會從很多地方漏出來，你想我們還還是天天做，都嘛

有吸進去，下班會覺得很累。而且麻醉要插管、打脊髓，幾十年下

來，你看我的手指頭都變形了，還聽過有人是做到脊椎側彎呢！。（訪

談者 A） 

 

做麻醉很需要體力、眼力，所以麻醉沒辦法像其他護理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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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做到 60 幾歲。老了醫院不知道會不會就把我辭掉。（訪談者 C） 

病人在我手中走掉，如果是本來狀況就很差的，說真的我還很

高興病人解脫，但是如果是狀況很好，或是小刀而已，下完刀會心

情會很沈重。（訪談者 B） 

 

從事麻醉必須目睹各種外傷，各種令人感到噁心、恐懼、血淋淋的畫面，也

必須目睹生命的無情流逝，這些當然會造成麻醉護理人員的心身負擔，無法忍

受下來的人，會選擇離開麻醉。而且麻醉除了技術還需要體力、眼力，訪談者

中有表示怕年紀一大事沒有辦法繼續從麻醉工作。因此也會想要轉換到可以做

到屆齡退休的工作。這些想離開麻醉的護理人員最常也最想轉任校護、相關的

護理行政文書工作。 

 

很多人都想轉去做校護，我也託人去講過啦！不過沒有成功。

當校護很輕鬆，有寒、暑假，也沒加班，也不用處理危險的事情，

學生受傷之類的，有大事就找救護車，沒什麼壓力，天天準時上下

班，有沒什麼護士長管，不要說我們，所有的護理人員都想當校護。

當然啦，能夠轉校護很多人都轉，不過這也是要很有「辦法」、有「背

景」才做得到（苦笑），學校就那幾個，校護又沒什麼年齡限制，都

要等有退休才有可能，一有缺也是一堆人搶破頭。（訪談者 A） 

 

我們之前有同事轉到健保局去工作，或是轉去做醫院的行政工

作，那都比我們好，因為行政工作只要能力好，做到屆齡退休都行，

還有升遷的機會，我們就很難啦，從年輕到現在都一樣。我們年紀

一大，眼睛老花、體力也比年輕差，哪還做的來麻醉。（訪談者 C） 

 

轉任校護、行政職都是麻醉護理人員有意願的工作，不需要天天面對生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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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場景，工作較第一線護理工作輕鬆。其中校護一職更是人人搶破頭，還必

須透過人情、議員請託，或是花錢買通相關人事。校護的工作性質與所有的相

比，無論是工作量、壓力、上班時間，而且校護還是公職，當然人人搶破頭。 

 

而其他護理行政工作呢？卻也對麻醉護理人員產生吸力。由麻醉護理人員的

話語中，可以知道，麻醉需要的是技術，需要眼力、體力，需要幫病人插管需

要眼力、手勁，也必須有撐完整場手術的體力，但是這些都會隨著年紀增長而

衰退，但是文職工作、行政工作卻不同，比較不需要體力，晉升機會也較開闊，

而行政文書工作也比較能夠持續工作到退休年齡，因此對於年漸漸長的麻醉護

理人員來說，也產生興趣。 

 

3. 逃離護理界 

 

這是最激烈的表達不滿的方式，不過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但是可能也是最需

要決心的決定。 

 

我們做護士這麼久，看過多人離開，不過最多的就是結婚生小

孩，然後選擇不工作的。跳去做別的行業也有，不過這就需要下很

大的決心。我們學的東西跟別的公司行號需要的都不一樣，我們們

只會醫療相關的東西，不做護士表示什麼都要重頭學起。不像結婚

不工作，那是夫家要求的，沒什麼好說的。（訪談者 E） 

 

轉行是很重大的決定，我們從學校到職場，念的書、工作的內

容，一切都是護理，但是跳出去就是個完全不同的世界。（訪談者 G，

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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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別的行業的人也不少啦，很多人是覺得怎麼辛苦的工作，

怎麼努力的做好工作都一樣，我們一開始是護士，做到退休不能做

還是護士，醫生可能剛開始被人家請，不過他們可以慢慢升，升主

治、升主任，或是出去自己開業。我們一輩子都是護士，所以我才

想轉行，雖然很辛苦，但總比做一輩子都是護士好。（訪談者 H，轉

行） 

 

辭職之前當然考慮過很久，想了很多，說真的，護士真的很好

找工作，很多地方都缺人，尤其我又會做麻醉，很醫院都搶著要。

但是我不想一輩子就這樣做到老，做一輩子都是護士，病人好了是

醫生的功勞，病人出問題，我們可能還要扛責任。一開始工作當然

很難，我自己出來已經 30 多了，所有東西都還要從頭學，我的主管

有些還比我年紀小。不過工作了一陣子，我會覺得會生涯會比當護

士寬廣的多，我努力的成果回饋我看的見，摸的到。以前做麻醉，

沒人當我一回事，現在我業績好，在公司大家都知道我是誰。（訪談

者 G，轉行） 

 

對於一路念護理學校，出來從事護理一陣子後，再去學做麻醉的麻醉護理

人員來說，捨棄一切離開護理，可能是一生的賭注。一個具有麻醉技術的護理

人員要找醫護工作，是非常容易的。訪談者說：「我們一開始是護士，做到退休

不能做還是護士」，讓我們可以知道，護士的職涯無法持續發展，沒有晉升的目

標，而且一輩子的護士生涯會讓他們覺得自己沒有成就感，因為醫療的成果大

部分被醫師取走了，在報酬上也沒有感覺得到等價的回報。所以才有離開的想

法，而且別的工作中，如果有好的表現，將有好的薪資、成就感回饋，這是選

擇離去的人心中所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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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跑江湖」的麻醉護理人員 

 

在台灣的麻醉護理人員有聽聞過一些公開的秘密，就是有少數的麻醉護理人

員是遊走在各醫院、診所中，像是接 case 一樣，獨立的進行麻醉。 

 

你知道我們都是由麻醉醫生教出來的，後來工作也是都在一

起，所以我們跟麻醉醫生其實交情都算還不錯，因為我們麻醉就是

這些醫生教出來的，所以我們都跟麻醉醫生很熟。然後啊很多小醫

院麻醉醫生都不夠，所以都會外聘麻醉醫生，有些醫生就會帶著手

底下幾個比較熟也比較「敢」的護士1，去各醫院做這種外聘的麻醉

工作。這原本沒什麼，就是麻醉醫生有自己的一個team，然後外聘

到別的醫院去做麻醉而已。後來還演變成別的模式，就是醫生去各

醫院接麻醉，然後把接來分配給手下的護士，手底下的護士去各醫

院獨自上麻醉，醫生只管接「case」、收錢、還有簽名，2然後錢再

跟手下的護士分帳。算是醫生跟護士合作賺外快一樣。 

 

後來有些護士去其他醫院做麻醉做久了，跟醫院也熟了，有些

比較「敢」的醫院，也覺得這個護士技巧各方面都不錯合作的也滿

順利的，然後就跳過醫生直接找護士來做。比方說麻一台刀，醫院

要付 2000 找醫生來麻，以前是醫生接了「case」要手下的護士去麻，

他分 500 給護士，自己只要接「case」也不用出去麻，就賺 1500，

這多好賺阿。後來醫院也學聰明了，跳過醫生直接找護士去麻，然

後給護士 1000，醫院省 1000，護士本來拿 500 變拿 1000，皆大歡

喜阿！（笑）這種的我們都叫「跑江湖」，不過這都是心很大的才敢

                                                 
1 此處的護士指麻醉護理人員。 
2 麻醉執行者理論上與法令上都是麻醉醫生，因此在麻醉同意書上麻醉醫師必須簽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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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跑江湖，一開始醫生帶著跑，跑久了心臟養大了才敢自己去跑。

像我就很膽小沒有跑過（笑）。 

 

    至於醫生簽名，反正醫院就是有辦法生出醫生簽名，我聽過某

地區的兩家醫院聘的麻醉醫生都是同一個，那醫生都已經 70 多了，

麻醉都嘛不是他醫生自己做，他只管簽名阿。3（訪談者A） 

 

深究「跑江湖」這個現象的出現，一開始當然是麻醉人力不足，因此麻醉

醫師可以在一家又一家的醫院中穿梭，賺取外快，然後竟然形成了團體經營模

式，由麻醉醫生帶領一群麻醉護理人員，由醫生出外接單，然後將案件分配給

手下的麻醉護理人員，這種現象幾乎就與近年來在台灣流行的派遣人力一樣如

出一轍。不過不是只有麻醉醫師是聰明人，在各醫院「跑」久的麻醉護理人員，

也熟悉了這種「跑江湖」的模式之後，也與各醫院進行這種合作模式，跳過麻

醉醫師，由麻醉護理人員執行麻醉，而雙方得其利，醫院減省了人事成本，麻

醉護理人員賺得外快。由這種「跑江湖」模式看來，麻醉醫師僅是麻醉同意書

上的橡皮圖章而已，醫院也不在意是醫生或是護士去執行麻醉，反倒覺得能夠

省下成本，而麻醉護理人員則能夠在既有的薪資之外多賺得外快。這讓我們知

道實際上，在台灣麻醉護理人員已經被訓練到幾乎能夠取代麻醉醫師，難怪麻

醉護理人員一旦熟悉了這種「跑江湖」，膽子大的就能夠自己獨立去接案子。這

也是一種對於薪資待遇偏低，卻必須負擔所有工作而產生偏門行為。 

 

 

 

 

                                                 
3 跑江湖的麻醉護理人員均有正職工作。跑江湖不是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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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背後嘲諷 

 

這種反抗行為是最低調卻又是最常見到的反抗，因為這種背後嘲諷幾乎都

是同事之間不經意的閒聊話語中透漏出來的，用嘲諷的語氣開著麻醉醫師的玩

笑。 

 

由時候看醫生去插管，會讓我看不下去，我來插都比他們插的

好。（訪談者 A） 

 

醫生書念得多，但是經驗差我們可多了，我們做了這麼久，有

些處理方式，還要我們跟醫生提一下，不過說的時候要注意語氣，

要用建議的提問，不然醫生會很沒面子（笑）。（訪談者 B） 

 

約聘的醫生都說，我們技術很好，都不用他們來做，甚至比他

們做的還好。（訪談者 A） 

 

醫生就只是書念得比我們多，做起麻醉比我們慢很多啦，有時

候又不熟練做起來就感覺很彆腳，因為他們都沒在做阿！哈哈。（訪

談者 F） 

 

這些時候也會跟醫生開玩笑啦，不過都只是玩笑啦！醫生也聽

聽而已，他們也會自己虧自己。（訪談者 C） 

 

會笑醫生說，你們過幾年都忘記怎麼給病人插管了。（訪談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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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那個○醫生來開刀，看的我都很擔心，技術真有有夠差。（訪

談者 A） 

 

對醫生的背後嘲諷都是訪談者於訪談中，無意間的脫口而出的，在言談中

他們只是將這些當作茶餘飯後的閒聊，而且有些做了數十年麻醉的麻醉護理人

員因為看多了手術，還會在同事之間的閒聊中奚落某幾位醫師技術不佳、開刀

開得很差。但是他們對對這些玩笑並沒有特別感覺，也不覺得有什麼特殊意義。

但是開玩笑、嘲諷是麻醉護理人員無意識中將他們對麻醉醫師的敵意與不滿，

以最隱晦的方式表現，因為他們與麻醉醫師存在上下從屬的關係，太過於明顯

的敵意表現會造成麻醉醫師與麻醉護理人員的衝突，會造成工作環境的緊張。

或許這些麻醉護理人員並沒有意識到，他們日常生活的戲謔言語正是表達了內

心的不滿，因為沒有那麼大的勇氣出國或整個脫離護理工作、也沒有機會轉換

其他護理行政工作，也沒有那麼大的膽子出去「跑江湖」，只能夠透過這種口頭

上「虧」麻醉醫生來平衡不滿。 

 

6. 集體的反抗 

 

以上五點討論：出國就職、轉換到其他醫療工作、離開護理工作、跑江湖、

背後嘲諷都有一個共同點，這些反抗行為看來，均為個人獨立的反抗行為。但

是其實麻醉護理人員也有集體的行動來表達他們的不滿，在民國 65 年時麻醉護

理人員脫離了「中華民國麻醉醫學會」，麻醉護理人員獨立於麻醉醫師之外成立

「中華民國麻醉醫學會護士協會」，即現在的台灣麻醉護理學會前身，協會的宗

旨寫到：「本會以促進麻醉護士學術之研究與提升教學及臨床醫療水準」。可以

明顯的知道此學會是為了麻醉護士的權益而設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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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麻醉護理學會為何要從麻醉醫學會獨立出來呢？在醫學界，醫生與護

士的關係總是上下從屬關係，醫生進行醫療工作，而護士則是輔助醫生進行護

理工作，但是台灣麻醉的發展卻有所不同。台灣於民國 48 年起開始有麻醉護理

人員結訓，這批最早的麻醉護理人員在當時麻醉人力奇缺的時代，為國內麻醉

人員之主力，對國內麻醉工作貢獻甚鉅。（台灣麻醉回顧與展望，1996）。由民

國 48 年到民國 96 年，麻醉護理人員仍然是現今台灣麻醉的主力。但是如果麻

醉護理學會沒有獨立於麻醉醫學會，可想而知，在麻醉醫學會中依舊是由麻醉

醫師掌控主導權，麻醉護理人員依舊為從屬的角色。在由醫師掌控的學會中，

學會思考的主體依舊為醫師，所作的研究調查，向立法者建議的法案也是偏向

醫生，護理人員只是在一旁陪襯的小配角，雖然麻醉護理人員才是麻醉的主力，

但是在醫生獨大的醫療環境中，醫生怎麼可能容許護理人員進一步的提昇專

業，來瓜分醫生獨占已久的醫療資源大餅。 

 

獨立自組麻醉護理學會，麻醉護理人員開始強化他們的麻醉專業。麻醉護

理學會開始開辦進修課程，舉辦麻醉護理研討會，讓麻醉護理人員跟醫師一樣

有課程可以去研習，可以相互交流麻醉新知，麻醉護理人員不像以往只是被動

由麻醉醫師來教授或告知新麻醉技術。而麻醉護理學會也編輯了專屬麻醉護理

人員的「麻醉護訊」，讓麻醉護理人員能夠相護交流心聲、醫護法規，公佈進修

研習機會等。麻醉護理協會也參與衛生署的計畫，調查麻醉護理人力供需，讓

麻醉護理人員不再像是沒有聲音的沉默者。像是衛生署 94 年度補助研究計畫「台

灣地區麻醉護理人力供需之調查」中就建議，必須提昇麻醉護理的專業薪給及

加給。 

  

沒有統一完整的麻醉訓練課程，一向是麻醉護理人員的專業被質疑主因，

麻醉護理人員不是出自各大醫院的麻醉訓練班、就是靠從做中學，因此外界認

為麻醉護理人員訓練方式不一、水準良莠不齊。為此麻醉護理學會於民國 8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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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北護理學院開班訓練麻醉專科護理師，並想藉此建立標準訓練模式4。這是

麻醉護理學會為了提昇麻醉護理人員所努力規劃設計的。而且希望將麻醉護理

納入正式學制，經由人文教育、基礎醫學、通識課程、專業課程、臨床訓練，

循序漸進養成學有專精、自信、專業與尊嚴的麻醉護理人員。因此將來確實應

該朝向由教育體制訓練麻護，而非各院各自為政。 

 

麻醉護理學會的的獨立，可以讓我們看到麻醉護理人員集體的行為，看到

麻醉護理學會希望透過建立標準訓練模式、麻醉照護訓練教育體制化，還有舉

辦各種研討會等，都是想要將麻醉護理形塑出這是一項需要專業的工作，而透

過專業化的型塑，才能夠為麻醉護理人員爭取較好的待遇薪資，提高麻醉護理

的社會地位。麻醉護理學會的成立與成立後的種種行為，可視為麻醉護理人員

不滿工作環境、不滿他們的薪資待遇、不滿他們所受到的對待的集體反抗行為。 

 

 

 

 

 

 

 

 

 

 

 

 

 

                                                 
4 後來因師資不足，無法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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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麻醉護理人員的順服 

 

前面討論了為何麻醉護理人員為何要反抗，但是事實上目前還是許多的麻

醉護理人員站在第一線執行麻醉，而且在護理界也有許多的新進的護理人員想

要學習麻醉，成為麻醉護理人員。為什麼這些麻醉護理人員不選擇離去，同時

也有更多的護理人員想要踏入麻醉？在此提出幾點分析。 

 

1. 比上不足比下有餘的工作待遇 

 

雖然許多的麻醉護理人員抱怨工作薪資待遇與工作內容不對等，但是麻醉

護理人員的薪資待遇還是比一般的護理人員來的好，而且排班穩定，沒有排定

開刀，還可以休假，這些都讓一般護理人員覺得羨慕，也讓麻醉護理人員依舊

留在工作崗位上。 

 

我以前是在嬰兒房，後來醫院內有在招做麻醉，才轉去學做麻

醉。做麻醉的待遇比較好，除了一般的基本薪水，還有獎勵金，把

開刀麻醉當作商品一樣，我麻了幾台，就等於賣了幾個產品一樣，

開的多獎勵金也越多，一般護士不會有這種獎勵金。（訪談者 A） 

 

放假有比較多，而且不用輪三班，我就覺得比別人好很多。（訪

談者 B） 

 

我工作了四年之後才來這學麻醉的，新人當然薪資比較低，但

比我以前在＊＊醫院，當門診護士薪水高。（訪談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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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是開刀房輔助護士，幫醫生刷手的，後來去做麻醉，薪資

比較高。（訪談者 E） 

 

比一般醫護人員高的薪資待遇及規律的排班，還有較多的休假機會讓許多

的一般醫護人員想要學習麻醉，而原本就是一般護理人員轉任麻醉護理的工作

者也因為薪資待遇、排班、休假都比起以往好，一部分的人就甘心的持續從事

麻醉工作。 

 

2. 工作好找 

 

人力不足是護理界常有的事情，而具有麻醉技術的護理人力更是缺乏，具

備麻醉技術的護理人員是很容易找工作的，而且要轉換醫院也很容易。 

 

會什麼會辭掉以前的工作來這邊學麻醉是因為如果我會麻

醉，以後就不怕沒人請，也有機會跳去大醫院工作。（訪談者 D） 

 

會麻醉很好找工作，不怕失業，所以我才說是下了很大的決

心，想了很久才決定要轉行的，我也掙扎了很久。（訪談者 H） 

 

剛出來工作的時候，遇到工作低潮，會有乾脆回去做的想法。

（訪談者 G） 

 

麻護很厲害，他們有技術，我們對麻護都很尊敬的。有機會當

然會想學，會麻醉感覺就是一定有人請。（訪談者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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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技術成為了飯碗的保證，在不景氣環境中，麻醉護理人員不怕失業惡

夢上身，還能夠因為有麻醉技術而可以跳槽至大醫院，在這種外在就業環境惡

劣的情況下，當然一般護理人員會對學習麻醉有極高的意願，而麻醉護理人員

在這種工作好找，外在就業市場萎縮的現況下，當然乖乖的留在手術室，安分

的不思離去。不過工作好找也會增讓麻醉護理人員出走的機會，因為當轉換工

作的門檻變低，會提高麻醉護理人員轉換醫院的企圖，因為當麻醉護理人員不

滿意現在工作的醫院，要跳槽不是一件難事，不過這種情形只能算是對單一醫

院不滿的抵抗行為，因為好轉換醫院也讓麻醉護理人員安於待在「麻醉界」。 

 

3. 脫離護理部的管轄 

 

一般的醫院的護理人員都屬於護理部的管轄，乍看之下好像與麻醉護理人

員沒什麼關係，因為麻醉科的編制大多脫離護理部，麻醉科是麻醉科、護理部

是護理部，在編制上已經互不隸屬，但是透過訪談，可以由受訪者的言談中察

覺，護理部的管理是一般護理人員想要進入麻醉的推力之一。 

 

沒有人想被護理部管啦！要求多就算了，合理的要求沒話說，

做好分內工作是應該的，但是護理部常常要配合醫院政策，給一些

不合理的要求，然後護士長自己也是小護士一直升上去的，但是卻

不會為底下人想，一味要我們配合，這誰受得了，去麻醉科就不用

管這些。麻醉科醫生不會管這麼多，工作做好，其他事情醫生就不

會太要求。（受訪者 D） 

 

當年會從手術室轉去做麻醉，一個是想說薪水高、又能學技術，

我才不想一輩子都在刷手而已。第二個就是不想被護理部管，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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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是一樣的護士出來，當上主管好像就忘記自己的出身了一樣，沒

有一點同理心，上面交待什麼，就要下面的人照做，一點都不會為

大家想，護理本身的工作已經很累了，還要配合醫院其他的命令，

也不會替下面的人講話。在麻醉部，醫生才不管你，工作做好就行

了，反正醫院不太敢對醫生怎樣，醫生也不太 care 醫院的行政命令

之類的，我們也樂的輕鬆（訪談者 E） 

 

做麻醉比在護理部的時間 easy 多了，雖然說工作比較難，也比

較累，但是被護理部管卻是更難過。以前在病房或是門診，要聽醫

生的話、護士長的話、醫院行政的話，一堆人管我，累死了。搞得

這也不是那也不是，行政的、護理部的、醫生的，有時候給的命令

還會不一樣，我都不知道要照誰的話去做。麻醉嘛，只要把病人麻

好，其他事情醫生不太管，護理部也管不到我們。（訪談者 G） 

 

對許多的醫護人員而言，護理部的管理是種不好的經驗，因為護理部不僅

管理醫護人員的工作，有時還必須執行醫院的行政事務，而很多不好的經驗是，

醫院下達不合理的要求，護理部的主管不但不反映醫護人員的困難，反倒要求

醫護人員達成管理階層的命令，甚至有些會與工作相牴觸，像是醫院要求關閉

冷氣節省電費，但是醫院原本就必須低溫以免病毒、細菌滋長，或是醫院要求

護理時要節省醫療資材，但是在醫療過程中，卻一定要用去一定數量的資材，

這些情況都會讓護理人員陷入兩難的困境。但是身為護理部的主管卻不去反映

醫院不合理的政策，反倒要求護理人員達成，無怪受訪者談起護理部都有不好

的印象。護理部的主管多是由護理人員出任，這更加深了護理人員的怒氣，因

為都是醫護人員出身，應該了解有些政策是不合理的，但是主管卻沒有跳出來

為最底層的護理人員反應，甚至有助紂為虐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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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麻醉部門的主管多由醫師出任，所注重的也在於麻醉工作上，麻醉護理

人員只要將工作做好，麻醉部門主管的管理相對於護理部是放鬆續多，對於醫

院的政策配合，醫師是不會太過要求。而且雙方主管的身份不同，麻醉部門的

是醫生，護理部的管理者卻還是護士，先天上對於醫院行政命令的服從度就有

差異，行政單位無法去壓迫醫師，連帶的麻醉部門的麻醉護理人員也因此減去

行政系統的壓迫。在護理部，護理人員要承受三方的壓力，醫師、主管、行政

系統，而麻醉部門卻只需要對麻醉醫師負責，這也難怪麻醉部門會是護理人員

會是護理人員嚮往的工作環境，而身處麻醉部的麻醉護理人員當然也降低了出

走的意圖，因為他們已經在一個較好的工作環境了，所以脫離護理部已經是她

們做出的選則擇，這也會加強她們去順服麻醉帶給她們的不滿。 

。 

 

4. 傳統社會的女性角色 

 

麻醉護理人員抱怨薪資待遇跟工作不成正比，但是抱怨歸抱怨，還是日復

一日的工作下去，有什麼理由讓這些麻醉護理人員只有口頭上的抱怨，卻沒由

實際的行動呢？ 

 

我當然覺得薪水太少，但是家人會覺得我的薪水只是貼補，所

以要我別想太多。（訪談者 D） 

當然會覺得錢少，不過都會抱著說，反正我嫁人以後就不需要

這份薪水，忍一忍就過去了，就這樣忍了十多年過去了。（訪談者 C） 

 

很多人都覺得我們賺這些就夠了，我的家人也一樣，還會說計

較這麼多幹嘛，還說我已經領的比別人多了。（訪談者 B） 

 - 76 -



護理一向被視為女性的工作，而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表示就他們的見聞，

麻醉護理人員還沒有看過男性。以往女性性工作又常被認為是家計貼補性質，

非家庭主要收入來源，因此麻醉護理人員的親屬家人對於他們在抱怨待遇不

好，並不會回應支持的言論，反倒還會用經濟不景氣的理由，告誡麻醉護理人

員不要太眼高手低，得不到親屬家人的支持反而招致貶抑。 

 

傳統父權社會觀念認為女性在婚後應該回歸家庭，因此認為女性外出工作

是結婚前的過渡時期，女人結婚後就該以丈夫、小孩為重。現在社會雖然對女

性婚後工作已比早期開放很多，但是女人應是以家庭為重的觀念還是存在，因

此對於已婚的麻醉護理人員，也被社會觀念影響，與丈夫、小孩相比，工作只

是其次，待遇薪水只要還能接受就好。 

 

女性被社會教導要以家庭為重、女性工作收入只是補貼，這些觀念壓抑了

麻醉護理人員的反抗心理，讓他們忍下了他們認為不公平的待遇，也讓他們順

服的待在工作崗位上。 

 

5. 學歷至上論 

 

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這是台灣長久以來的社會觀念，書念得越多學

問越好，收入也越多，然而這竟然也是麻醉護理人員，面對不用作事卻能領的

比他們高上十幾倍的麻醉醫師所回答的理由。 

 

唉喔！他們（指醫師）比較會唸書，只能怪我們自己頭腦不好。

只能念護士。（訪談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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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後不愛唸書，人家念得比我們多，所以人家是醫生，我們

是護士，人家領一、二十，我們拿四、五萬（訪談者 C） 

 

很明顯的，受訪者認為學歷較高的醫生是應該領的多，而他們的學歷比不

上醫師，只好忍受這種待遇。但是現在的護理人員的學歷也是向上提昇，早期

的只有護校學歷，到現在護專、技術學院、大學研究所的護理人員也是越來越

多，但是護理人員的薪資水準還是跟不上醫師。而且以麻醉來說，多數的工作

也是麻醉護理人員負擔，這表示麻醉護理人員更有本錢追求薪資上的提昇，更

有本前去挑戰醫師，但是昧於「學歷」掛帥的社會，他們也只有接受這種不對

等的薪資。 

 

6.「虛假的責任分攤」 

 

台灣醫療糾紛頻傳，麻醉死亡率又是居高不下，許多麻醉是由麻醉理人員

獨自去執行的，為什麼麻醉護理人員不會害怕遭遇醫療糾紛，還願意繼續在醫

師不在場的情況下，獨立執行麻醉呢？ 

 

害怕也沒有用阿！急診病人都送來了，醫生不願意晚上出來上

麻醉，我不做嗎！不可能。當然會怕阿，出事情我們怎麼扛的起，

我們薪水才多少，賠得起嗎？但是像剛剛講的，人都送來的，硬著

頭皮還是要做！反正同意書5上面簽名負責的是麻醉醫生，我想出事

情還是醫生負責吧！同意書上面沒有我的名字。（無奈的語氣）（訪

談者A） 

 

                                                 
5 麻醉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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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糾紛是所有醫療人員都怕碰上的，麻醉護理人員也是如此。值班有急

診來時，醫生不願意來醫院做麻醉，他們勢必要獨自上麻醉，但是萬一事後出

了醫療糾紛，醫生是否會以此麻醉並非由他執行，而將責任推卸給獨自上麻醉

的麻醉護理人員我們不得而知，因為這次的受訪者都沒有碰上醫療糾紛的經

驗。但是由受訪者的言談中，他們會覺得因為麻醉同意書上是由麻醉醫生簽名，

所以他們主觀的「認為」如果發生了醫療糾紛「應該會是醫生會負責」。 

 

這些麻醉護理人員只憑著麻醉同意書上的醫師簽名，就認為責任歸不到他

身上，在我看來是過於一廂情願，因為光憑著醫生簽名，就真的能夠置身於醫

療糾紛之外嗎？這是讓人高度懷疑的。因此我稱這種主觀的「認定」為「虛假

的責任分攤」，這種「虛假的責任分攤」讓麻醉護理人員能夠鴕鳥的安慰自己說：

「要是出了事情是醫生扛」。 

 

當醫院通知有急診送來需要立即開刀麻醉，而值班醫生卻不肯到院上麻醉，

麻醉護理人員有膽量說：「這不是我該做的」，而拒絕上麻醉嗎！我想再第一章中

「期待一個醫護共榮的麻醉醫療團隊--給麻醉醫師的一封信」中就有提到麻醉護

理人員泣訴獨自上麻醉的情況。為什麼要泣訴，道理很簡單，拒絕獨自上麻醉，

這麻醉醫護人員就準備離職吧！接受獨自上麻醉又必須面對醫療倫理的良心譴

責，以及必須承擔醫療糾紛的壓力，這些麻醉護理人員能夠不泣訴嗎！ 

 

這種「虛假的責任分攤」想法讓麻醉護理人員能夠鴕鳥的認為自己能夠於醫

療糾紛發生時，能夠置身於外，好讓自己能夠繼續的在這醫療糾紛頻傳的時代，

繼續的從事她不想要卻躲不掉的獨立麻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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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麻醉護理人員的抵抗與順服 

 

工人的反抗行為與趕工遊戲只是在順服過程中的副產品，反抗的目的只是為

了反應不合理的管理及平衡心中的不滿，而不是想要推翻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

工人是順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而「趕工遊戲」只是資本家以另一種模式來

控制工人，資本家給予工人一個可以趕工的空間，讓工人們耗費精神與心血去趕

工，消磨掉反抗資本主義企圖，在趕工中順服整個生產體制。 

 

麻醉護理人員的順服與反抗也如同工人一樣，是以順服為前提，不過順服的

是醫療體制，是醫生為主護士為從的體制。這個醫療體制並非跳脫資本主義之

外，而是資本主義下的一個變形體，資本主義的基本模式是資本家控制管理階

層，管理階層再控制工人，醫療體制除了資本家（醫院所有者）、管理階層（醫

院行政人員）、工人（護士）還多了個醫師單位，這個醫師單位是一個非常特殊

的單位，因為他們是不一定受控制的，因為有時醫師單位可以變為資本家（成為

醫院所有者或獨自開業），有時他們的作為能夠左右整個醫療體制。 

 

麻醉護理師如同工人一樣的順服，由訪談者的言談、由「期待一個醫護共榮

的麻醉醫療團隊--給麻醉醫師的一封信」中都可以看得出來，他們會有抱怨、會

有怒氣、會想要更高的薪資待遇，但是他們不敢有挑戰醫療體制的想法，不敢有

撼動醫師工作的行為。在前面的分析中，麻醉護理人員的反抗行為有：出國、轉

換其他護理工作、離開護理工作、「跑江湖」、背後嘲諷等五種，其中的離開護理

界看起來雖然是最激烈的方式，但是仔細去分析起來，這個選擇只是選擇消極的

逃離這個醫療體制，而不是去挑戰為什麼麻醉護人員不能夠取代麻醉醫師。出國

則是選擇出走到國外醫療體系，一個他們認為比較合理的環境，但是說穿了還是

離不開整個醫療體系的控制。轉換到其他的護理工作則是轉換到壓力較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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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不需要像做麻醉一樣承擔過分沈重的壓力。背後嘲諷只是將心中的不滿用

開玩笑的方式表達，一方面可以道出心中的不滿，一方面可以避免醫師察覺隱藏

在其中的敵意，因為只是開個玩笑而已。 

 

反抗中的「跑江湖」模式則值得讓人玩味，第一型「跑江湖」的起源是麻醉

醫師接案子，然後要手下的麻醉護理人員去各醫院上麻醉。但二型「跑江湖」模

式則是一部分「膽子大」的麻醉護理人員跳過了麻醉醫師，自行與醫院合作，「脫

離門戶」自行去跑江湖，醫院因此減少了成本開支，麻醉護理人員跑江湖的外快

也不必被麻醉醫生多抽一手，雙方排除醫生介入，各取所需。這情況與工人們的

「趕工遊戲」有些許的類似，工人趕工是被管理階層默許的，讓他們能夠在被容

許的範圍內進行趕工，賺取較高的薪資，管理階層也藉此消耗工人的反抗力量。

「跑江湖」也是被醫院管理階層默許的，麻醉護理人員也能夠藉著「跑江湖」獲

得額外的收入，但是第一型態的「跑江湖」是麻醉醫生帶領著麻醉護理人員去出

跑，第二型態才是由麻醉護理人員獨立的跑江湖，這兩種型態都是管理階層可以

接受認可的，但是第二類型的模式能讓醫院與麻醉護理人員都獲得更高的利益，

且麻醉護理人員的薪資因「跑江湖」而增加，會減少麻醉護理人員反抗的企圖。 

 

只要給我們多一點薪水，我們都會乖乖聽話啦！醫生壓力大，可是他

們薪水也高啊！我們做麻醉壓力也很大，薪水少，當然不平衡！給我們多

一點薪水，我們要的就只是這些而已。（訪談者 C） 

 

麻醉護理人員雖然與工人們相同，順服體制，在體制各自行著「跑江湖」、

「趕工遊戲」，也透過種種的抵抗行為來表達薪資過少及對管理的不滿。但是與

工人不同的是，麻醉護理人員是有技術的，而且是越來越有技術。工人們要面的

是工作零碎化、去技術化的窘境，工人的工作是可人人可以做的，這大大的削減

的工人反抗的本錢，因為工人若想反抗是必需從根本的挑戰資本主義體制，要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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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代價是無法計算的。而麻醉護理人員卻沒有工作零碎化、去技術化的現象，

因為麻醉醫師成長緩慢，他們一手包下了所有的麻醉工作，也讓麻醉護理人員的

技術一天天的進步，現今醫學體系中也沒有人可以接替他們的工作，他們具有是

不可替代的專業技術，因為他們在現有的體制之下是不可或缺的、是現今無可替

代的，沒有他們整個台灣的手術大多數準備停擺。 

 

麻醉護理人員們具備了挑戰麻醉醫生能力，但是卻因為：比一般的護理人員

薪資高了一些些，外在就業市場不景氣的關係、以及傳統的社會女性社會角色期

待等理由，被他們的親屬家人壓抑了不滿。也昧於可笑的學歷至上論及「虛假的

責任分攤」而安於目前的處境。雖然麻醉護理人員的工作沒有去技術化、工作零

碎化的問題，但是他們卻跟工人一樣順服體制，反抗行為、「跑江湖」都只是順

服之下的副產品，但是並不撼動整個體制，也正因如此，這些反抗行為仍是在既

有的體制之下的比較好一點的出路，因為只要稍微的提高薪資，麻醉護理人員反

抗就會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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