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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新知

緊急醫療系統的職場暴力與霸凌—
文獻回顧與探討
王培諭 1、方品惠 1、林志豪 1
摘要
前言：近幾年急診醫護職場暴力新聞層出不窮。身為在第一線救護現場的緊急救護
員，所面臨的職場暴力與霸凌卻鮮少討論。方法：本研究以緊急救護、職
場暴力相關關鍵字經由文獻搜尋介面，搜尋 2000-2018 年間發表的中英文
相關文獻進行回顧。
方法：本研究以緊急救護、職場暴力相關關鍵字經由文獻搜尋介面，搜尋 20002018 年間發表的中英文相關文獻進行回顧。
結果：找到相關英文文獻共 12 篇進行回顧。緊急救護員遇到職場暴力多數屬於言
語暴力，其次為肢體暴力。施暴者大多為病患本身。職場暴力地點，多為
緊急救護現場。容易發生肢體暴力的病患類型，多為失智或急性意識混
亂。當下立即安撫施暴者，是多數救護員受到暴力後的反應。遭受職場暴
力的救護員，可能工作情緒失落，煩躁不安，喪失耐心，並對於自身安全
感到焦慮。社會互動變得易怒，失去與家庭朋友互動的興趣，甚至離婚或
分手。
結論：緊急救護人員遭受職場暴力在台灣長期受到忽視，未來應建立通報與追蹤
預防的教育訓練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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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醫療暴力頻傳，不僅醫護
人員人心惶惶，後送病患的緊急救護
技術員也深怕遭遇拳腳相向。 2017
年 07 月 12 日 中國時報報導彰化員

文獻回顧顯示 EMT 比其它
行業，較易遭受到職場暴力與傷
害。職場暴力多數屬於言語暴
力、施暴者大多為病患在救護現
場。失智或急性意識混病患是發

林消防分隊執行一起病患就醫勤務
時，救護車才抵達現場，就遭到精神
疾病發作、準備要被送醫的江姓男子
徒手攻擊，救護車擋風玻璃當場碎裂
[1]。2015 年 06 月 TVBS 新聞報導過
新北市板橋發生機車擦撞意外，救護
人員到場替女騎士包紮傷口時，女騎
士因疼痛哀號，但男友竟然飆罵三字
經，還拿起安全帽作勢攻擊救護員

生肢體暴力的高危險群。有 3~4

[2]。 除了國內類似新聞不斷，國外
緊急救護員執勤時遭遇暴力事件也不
在少數。2016 年 3 月，澳洲墨爾本的
救護技術員救助因吸毒而不省人事的
男子時，遭到醉酒的同行友人暴力毆
打，導致救護員一隻腳骨折且無法重
返職場[3]。
以上案例，都屬於緊急醫療系
統的職場暴力(Workplace Violence)。

蹤與預防方法，尚有許多系統性

職場暴力，依據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定
義，係指與工作有關，而導致人員受
到攻擊、威脅或身心受傷。世界衛生
組織所定義的工作場所暴力為：工作
人員在其工作場所受到辱罵、威脅或

成的 EMT 不會向上通報受到暴力
對待，而其後遺症可能有心理、
家庭、與社會的影響。以澳洲為
例 2000~2014 年間 EMT 職場暴
力增加了 3 倍，而每件職場暴力
平均的賠償金額約為 8,000 澳
幣。在我國，EMT 的職場暴力追
的因素需要克服。
襲擊，對其安全、幸福或健康造成傷
害。暴力可能是肢體或心理的，後者
包括針對性別及種族的不同，所產生
的脅迫、攻擊及騷擾。在台灣，依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條第 2 項規定
雇主對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
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應妥為規劃及
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而工作者
可對雇主未針對職場暴力訂定相關預
防及處置措施，可向雇主、主管機關
或勞動檢查機構申訴。根據醫療法第

社團法人中華緊急救護技術員協會醫誌 第八卷 第 2 期 2019

12

緊急醫療系統職場暴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條法規，醫療機構應保持環境整
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及
安全。為保障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
以強暴、脅迫、恐嚇、公然侮辱或其
他非法之方法，妨礙醫療業務之執
行。 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以確
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

言以英文為限，進行文獻搜索。
在中文文獻部分，從全國碩博
士論文資料網、中文期刊網、消防月
刊，以關鍵字: 「緊急救護技術員」
與「職場暴力」或是「緊急救護」與
「暴力」進行搜尋。日期在 2000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8 年 06 月 30 日之

違反第二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排除
或制止之；如涉及刑事責任者，應移
送司法機關偵辦。 目前醫療暴力已
被列為非告訴乃論罪，且 106 年「醫
療法」修正後，擴大保護對象，並加
重法定刑責。
台灣對於緊急救護技術員職場
暴力的相關討論甚少。本文討論國內
外緊急救護技術員的現況及後續需要

間，不限定研究形式，進行文線獻搜
索。

面對的問題，進而歸結出預防職場暴
力的方法，使救護技術員在職場上更
能專注於緊急救護工作，以提升病人
福祉。

文獻搜尋方式，在英文文獻部
分從 「PubMed」資料庫中，用自然
語言以及 Medical Subjected Heading

暴力(100 篇)、護理人員職場暴力(43
篇)、醫療機構職場暴力(17 篇)、非英
語系文章(2 篇)、系統性回顧文章(2
篇)、重複文章(6 篇)，篩選後 12 篇文
章。至於中文文獻，在全國碩博士論
文資料網、中文期刊網、消防月刊，
對於緊急救護技術員職場暴力探討，
並無找到相關探討與分析的文獻。
本研究納入的文獻分別來自美

(MeSH) 詞彙，以關鍵字「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或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合併 「workplace
violence 或 prevention」，日期在 2000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8 年 06 月 30 日
之間，不限定研究形式，文章發表語

國(4 篇)、澳洲(3 篇)、歐洲(4 篇)、中
東(1 篇)，以回溯性研究、橫斷面研究
為主。這些文章探討緊急救護技術員
在執勤過程中遭受的職場暴力為何，
有不同國家以及不同宗教背景的研究
文獻。且其中探討緊急救護技術員遭

材料與方法

結果
研究人員於 2018 年 07 月 01 日
進行中英文文獻搜索。以自然語言查
詢以及 MeSH 詞彙，於 PubMed 資料
庫查詢英文文獻，總共搜尋到 182
篇。我們排除針對探討急診醫療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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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職場暴力的成因、對象、種類以及
後續預防方針與制定預防職場暴力標
準作業流程計劃。以下就各層面進行
探討：
發生形式、地點以及相關因子
根據國外文獻資料顯示，緊急
救護技術員與其他行業相比有較高的
職場暴力及傷害[4]。職場相關的傷害
對於緊急救護技術員而言是其他領域
的三倍多 [5]。研究文獻中，緊急救
護技術員遇到職場暴力言語暴力以及
肢體暴力佔大宗，在美國的研究中救
護技術員遭受職場肢體暴力者可高達
67%，而歐洲國家與澳洲則為語言暴
力(50%~71%)居多[6-14]。此外，在伊
朗的研究中發現，因種族文化不同而
發生職場暴力事件則有 31.7%。發生
的地點多在緊急救護現場，其次為醫
院[4, 6, 9, 12]。有五成多的救護技術
員認為，民眾對於緊急救護技術員工
作不瞭解，是發生職場暴力的相關因
素[12]。
施暴者及受暴對象
多數施暴者來自於病患本身
(60%-90%)，再來則是病人家屬/友人
(10%-36%)，同事(3%-40%)，案發現場
的路人(2%-7%)。而在暴力種類與施暴
者分析中，肢體或語言暴力的施暴者
多數為病患(92.84%以及 63.6%)，而恫
嚇(intimidation)多發生在同事間

(44%)[6]。容易發生肢體暴力的病患
類型多為失智或急性意識混亂的病人
[4]。女性緊急救護人員受暴的比率大
於男性[6]。隨著救護員的年紀上升，
以及年資增長，遭受職場暴力的機率
也會下降[6]。性騷擾或是性侵害的案
例中，施暴對象除了病患之外還有同
事，且受暴者皆以女性居多[4, 6, 11,
15]。另個 2016 年的研究則顯示，男
性(67.8%)比女性(61.9%)較多遭受語言
暴力[9]。
面對職場暴力處理方式
當緊急救護技術員面對職場暴
力時，約有三到四成的技術員認為職
場暴力不重要，是屬於工作的一部
份；甚至覺得向上級通報，會被認為
是能力不足而無法控制現場情況[6]。
另外，約有四成的救護技術員認為，
追蹤職場暴力發生率對於工作上並無
幫助[6]。有六成的緊急救護技術員，
在面臨職場暴力的當下，會請施暴者
冷靜下來。而約莫兩成的救護技術
員，不理會施暴者的情緒，繼續執行
勤務，僅有百分之一左右的技術員，
選擇逃避[9, 13]。在伊朗的文獻中則
指出，可能因種族文化與宗教信仰差
異而造成職場暴力[6]。
生理影響層面
根據 2018 年澳洲研究指出，在
肢體暴力中，以上肢受傷(35%)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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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軀幹(19%)、頭部(14%)。而受
傷型式則以創傷性關節肌肉損傷居多
(43%)，其次是割傷或擦傷(27%)、精
神損傷(11%)[12]。在美國，肢體暴力
主要形式為拳打腳踢(32.9%)、吐痰
(29.6%)、咬傷(11.1%)，而有約 1.2%
的比率為槍傷[9]。
心理影響層面
在美國，每年平均約有 1~1.6
起緊急救護技術員自殺案件；緊急救
護技術員的自殺行為，可能在遭受職
場暴力後五到六年間會發生[16]。救
護人員受到職場暴力後心理影響的研
究中顯示，常處於肢體或語言暴力的
環境下，救護技術員容易有情緒倦
怠、人格解離、憂鬱[17]。緊急救護
技術員在遭受職場暴力後，發生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的比率約 4% [18]。

而造成工作中斷的時間，平均週數在
2000 年為 4.2 週，而 2014 年則為 5.0
週[12]。緊急救護技術員遭受職場暴
力後需接受心理諮商輔導、曠職甚至
離職的也不在少數[12]。
經濟效應影響層面
在 2000 年至 2014 年期間，澳
洲職場暴力的補償金額平均每件約為
7344 澳幣，但緊急救護技術員的職場
暴力補償金額較高，平均每件為 8300
澳幣[12]。此外，美國因醫療體系相
關的職場暴力，經濟成本高達到每年
120 億美元[19]。若無良好的預防或
是保護緊急救護技術員因工作場所遭
遇職場暴力，勢必是龐大開銷。從預
防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來看，預防職場
暴力發生是值得做的。

家庭與社會影響層面
緊急救護員遭到職場暴力後，
在工作上會情緒失落、煩躁不安、喪
失耐心及對於自身安全感到焦慮。在
社會互動上會變得易怒、失去與家庭
朋友互動的興趣、甚至是離婚或與伴

預防職場暴力
對於緊急救護技術員如何預防
職場暴力的文章，在近幾年有逐漸被
探討。主要的防範方式可分為發生事
件前以及事件中。事件前，因民眾多
不熟稔緊急醫療救護員之工作，可從
衛教文宣著手，讓民眾了解。救護員

侶分手[6, 11, 12]。澳洲的研究指出，
從 2000 年到 2014 年間，緊急救護技
術員受到的職場人身傷害(assault)與
日俱增，成長約三倍[12]。比較 2000
年與 2014 年，因遭受言語暴力、人
身傷害或是暴露於職場暴力環境中，

職前訓練課程，加入教導如何應變處
理、如何溝通，以及透過模擬訓練課
程，都能增進實際遇到後之應變能
力。再來，良好的通報機制，在值勤
時可快速反應現場狀況，增加後援速
度。值勤配備的增加，則視需要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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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4]。在探討預防救護員職場暴
力的研究中，以四個層面與六大面向
去闡述如何預防救護員職場暴力之問
題，分別為人文因素、裝備因素、操
作環境、社會環境，這四個層面[4]。
作者認為，救護員的職前訓練課程除
了醫學專業訓練之外，尚應加入如何

不同。地域文化，醫療院所特性，緊
急救護技術員對於工作的天性，以及
醫療院所工作人員的行為個性，也都
可能有關[20]。
在台灣，緊急救技術員職場暴
力的相關探討不多，但職場暴力確實
存在於緊急救護值勤現場，且新聞多

面對情緒不穩定之出勤對象，如何溝
通以及自我防範。出勤前，對於易發
生暴力的高危險個案，建立提早預警
系統。抵達現場後，應有即時通報系
統，確保技術員執勤安全，且應適當
立法，以期保障救護員在工作時的安
全性。此外，加強民眾對於技術員救
護內容的宣導，進而喚醒大眾對於救
護員職場暴力嚴重度的意識。

有報導。再者，職場暴力會直接或間
接造成緊急救護技術員身體或是心理
層面的傷害，比方對自我工作的否
定、自我質疑、沮喪、自尊低落、對
工作有負面的態度，甚至曠職[10,
21]。 因此，台灣應該多加重視緊急
救護技術員的職場暴力事件。我們可
從下列幾點來討論如何避免職場暴力
發生：出勤前準備，出勤中防護，出

討論
醫護人員職場暴力的新聞事件
層出不窮，對於身處救護現場第一線
的緊急救護技術員而言，他們暴露在
職場暴力危險指數更是比一般行業高
上許多。但綜觀國內外，對於緊急救
護技術員職場暴力的相關報導文獻寥
寥可數，因此本文搜尋國內外文獻進
行評讀回顧，當拋磚引玉之效，希望
更多研究能關注此議題。
職場暴力是多面向影響因子造
成的。到院前或到院後，緊急醫療系
統職場暴力的發生率，即使在同一個
國家中也會因不同城市或區域而有所

勤後追蹤。
出勤前準備
回顧上述結果，緊急救護技術
員最常遇到的職場暴力類行為語言暴
力與肢體暴力。這些統計數據，都間
接顯示了緊急救護技術員暴露在高風
險性的工作環境中。易發生肢體施暴
的病患類型則多發生於急性意識改
變、中毒或是腦傷。此類病患在急性
期，情緒混亂且常會躁動不安，對於
值勤的救護技術員而言，需要將之安
置，甚至需要約束的情況下，容易遭
受肢體衝突。目前尚無對此類病患使
用鎮靜劑的合法規範，在未來倘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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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定一套預防的條文以及標準程序
時，或許能適度開放鎮靜藥物的使
用，對於救護員面對此類病患時，可
以預防先施打鎮靜藥物，避免造成後
續的攻擊行為[4]。倘若救護技術員出
勤前，能先掌握此次值勤個案狀況，
能在心中先模擬可能遇到的問題，對

接受發生的事情。
出勤後追蹤
至於遭受職場暴力後，救護員
較常受到的影響可分成情緒以及社會
互動兩個層面。面對工作時容易情緒
低落、質疑自己的能力、易怒以及沒

出勤中防護
對於緊急救護技術員面對職場
暴力後的反應，多數研究顯示技術員
會當場請施暴者冷靜，部分則不做任
何反應，有些則會自我防護。因為多
數技術員認為職場暴力也是工作中的

有耐心面對病患。如此一來，會造成
惡性循環，進而影響身心理、與同儕
或家人互動減低，嚴重的甚至有工作
中斷、曠職以及轉職的情況。轉職的
比例其實不在少數，多方是因為壓力
及心理方面。原本剛開始投身緊急救
護的熱情在不斷面臨職場暴力後而消
耗殆盡，對於自身的信心下降以及來
自工作的負面情緒進而影響到家庭或

一部份，不需要過度反應。有些會覺
得假若呈報上級會被視為無法控制現
場，讓自己工作能力受到質疑。但一
再地累積暴力經驗，總有一天會使醫
療救護員的熱情燃燒殆盡。假若能在
救護技術員訓練課程中帶入正確的職
場安全以及自我保護觀念，適度的紓
解壓力以及良好的排解管道，才能讓
救護員對這份工作做得長遠。
目前在緊急救護技術員出勤

人際關係。倘若一旦離職率增高，緊
急救護人力缺乏之餘，對於到院前醫
療這區塊的救護品質勢必會下降。對
於國人健康防預層面而言，將會是一
個大缺漏。對於緊急救護技術員遭受
職場暴力後的追蹤就顯得很重要，因
為適度的從中幫忙、適度調節內心壓
力，轉介給心理諮商師…等，都能使
技術員在心理復原或是情緒調節上有
所幫助。

時，當面臨緊急狀況需尋求支援時，
尚無一套完善的即時通報系統。且遇
到職場暴力後，要通報甚至需要寫案
發報告。對於部分緊急救護技術員而
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能默默地

除了將預防職場暴力分成到出
勤現場前的準備階段以及到出勤現場
後的階段外，我們將從 Maguire 於
2018 年研究裡的六大面向：專業知識
與訓練、設備與資源、體系制度、社

於當下遭遇暴力事件時，會有更好的
應變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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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知狀態、安全性[4]，進行延伸
探討：
專業知識與訓練
查詢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後，
救護員的訓練課程大部分著重於如何
處理醫療情境，像是呼吸道建立、休
克、創傷/非創傷病人、病人搬運…
等。對於如何應對職場暴力的課程與
模擬情境幾乎沒有。
在施暴者統計調查結果顯示，
病患本身有較高的施暴機率[6-8, 11,
12]，且遭受施暴的地點最常發生於案
發現場/出勤現場。其原因可能為，病
患因疾病之故想趕緊就醫，但緊急救
護處理有一定的流程，在病人不舒服
以及沒有良好溝通互動上，容易造成
病患與救護員之間的對立情緒。因
此，在訓練課程中增加醫病溝通的訓
練以及病人情緒處理的相關課程，應
可避免減少此情況發生。
此外，筆者認為情境模擬課
程，也許能增進救護技術員對於出勤
現場發生的狀況更有危機意識，也透
過模擬訓練課程讓技術員在實際遭遇
職場暴力下能做出適度的應對。即時
的警告通報系統或是對於出勤對象的
基本資料掌握，都能提升醫療救護技
術員在出勤現場的安全性。
設備與資源
設備與資源中，配置警棍、防

護頭盔…等裝備，有可能會增加病患
與救護技術員之間的對立感。如何增
加防護裝備，卻又不造成醫病雙方有
對立的緊張感，值得商榷。適度使用
鎮靜藥物或是物理性約束，則可以考
慮[4]。此外，隨身攜帶式攝影機，能
詳實記錄當下之狀況，對於事後的檢
討以及紀錄能有所幫助。
體系與制度
緊急醫療救護技術員之職場暴
力，不僅是只是單一國家有如此問
題，文獻蒐集了美、澳、伊朗以及台
灣的相關研究，再再都顯示這是一個
全球性的問題。即便這是全球性的問
題，查閱當前緊急醫療救護相關法規
並無明確對於緊急救護技術員在職場
中遭受暴力之保護條款。至今仍舊缺
乏制定一套作業標準流程或是相關法
規，讓緊急救護技術員遭受職場暴力
的比率降低。倘若能夠明確制定相關
法規，對執勤的技術員是一種保障。
社會
從緊急救護技術員觀點，來探
討造成職場暴力的相關因素指出，多
數救護員認為民眾缺乏對於緊急救護/
出勤職責的了解，這往往是造成職場
暴力的主要相關因素。其他還包含，
救護人員短缺、缺乏暴力處理相關課
程…等等[11]。若要改善此現況，可
藉由民眾衛教以及衛教文宣來讓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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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更了解救護技術員這份工作。台
灣在這方面的民眾衛教宣導不多，這
是可以在往後多加著墨的預防要點。
認知狀態與安全性
從文獻中了解到，緊急救護技
術員出勤時，因專心於出勤任務，而
對於周遭的情況降低警覺心[4, 12]。
目前並無太多相關研究討論解決之
道。作者認為，同事之間的相互提
醒，以及至少兩人出勤，應該可以改
善。再者，出勤時數也會影響救護技
術員在出勤時的精神狀況[4]。因此，
出勤時數之規範就是必要的。制定出
每月的出勤時數，有適度輪班制度，
對於出勤的安全性而言，必會大幅提
升。
最後，建立預防暴力事件的標
準流程對於緊急醫療救護技術員來說
是未來的展望。不僅讓第一線技術員
工作的安全性增加，對於後續追蹤處
理也能顧及。因為職場暴力的傷害不
僅只有當下，後續引發的心理問題是
需要追蹤注意的。從社會經濟學的角
度來看，美國的研究指出一年得花約
120 億美元在職場暴力相關的案件
上。假若將這些支出的金額用於建立
良好的預防系統，則能減少不必要的
經濟支出。台灣目前尚無一套有系統
的標準作業程序或是指引給在面對職
場暴力時的緊急醫療救護技術員，這

是在未來應該設定的長期目標。

結論
本文探討了國外目前對於緊急
救護員遭受職場暴力的原因、性質、
結果以及後續相關預防層面。對於台
灣目前醫護暴力事件頻傳，各家醫院
對於醫護職場安全意識日漸提升。身
為一線醫療救護現場的救護技術員們
而言，他們身處的環境以及面臨的狀
況更是險峻。醫療方面有句俗話:預防
勝於治療。如何替緊急救護技術員建
構安全的出勤環境以及預防暴力發
生，期許本篇能達到拋磚引玉、振聾
發聵之作用。本文提出這項議題，希
望在中短期目標上能將預報職場暴力
課程帶入救護員的訓練中，也希望增
加社會大眾的宣導。至於長期目標則
為能建立一套完整的緊急救護職場暴
力防範標準，讓技術員在出勤時有更
完善的保護系統以及後續輔導追蹤措
施，降低暴力發生機率以及帶來的傷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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