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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后宮廟前傳來陣陣爽朗笑聲，

原來是一群爺爺奶奶聚在一起，參加

銀髮福氣站的活動。

關山慈濟醫院承辦關山鎮中福社區

的銀髮福氣站，每週一次團康活動，

有時是跳舞、有時是手作藝品，在這

個屬於老人的天地裡，有一位穿著藍

襯衫的女士四處走動，她是關山慈院

的居家護理師陳桂珠，是福氣站的負

責人，她對這些「老同學」的招牌問

候語是「你今天笑了嗎？」看不出來

她已經屬於六十五歲的老人一族，而

在護理這一行，她的投入也超過四十

年了。

產婆可助人  聽廣播報考護理

陳桂珠，生於一九四七年，臺灣剛

光復的年代，是土生土長的關山鎮電

光里人，家裡有五個兄弟姊妹，排行

老二，父親種田、開米廠，所以從小

不愁吃穿，但他們幾個孩子也都像父

母親一樣，生活勤儉樸實。

接生護老

四十年
陳桂珠
關山慈院居家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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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年代，仍有男尊女卑的傳

統觀念，一般孩子多半念到小學畢

業就去工作、當學徒分擔家計，也

會認為女性讀書無用，女孩能念到

初中所幸就留在家裡的米廠當會計。

有一天留意到收音機播放「慈惠

護專的護士和助產士招生」訊息，

想起母親曾提過外公覺得產婆是個

可以幫助人的工作，希望家族裡有

人能做這樣的好事，便一時興起向

爸媽提出自己想要升學的念頭。當

時一碗麵才兩毛五，一學期的學雜

費要五仟塊，父親得賣三千多斤的

稻穀，等於養活一戶五口之家一年

的米糧，但父親沒有多說什麼，只

告訴她「考上是妳的福氣，考不上

是我的福氣」。於是，桂珠搭著火

車到臺東市區，循著廣播上聽到的

指定藥局領取報名簡章，回家準備

考試，順利地在第一年就考上慈惠

護理助產職業學校 ( 現慈惠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家人雖然替她開心，但

其實老一輩的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

「護士」，只知道護士就是在「病院」

服務，他們也聽隔壁鄰居說當護士

很好，但好在哪裡也說不上來。

考上了護校，陳桂珠克服到外地

打拚的恐懼，嬌小的身軀背著重重

的行囊，獨自搭著金馬號客運前往

位於屏東的學校報到。那時臺東到

屏東還沒有火車，崎嶇不平的金馬

公路是唯一的道路，單程就要將近

一天的時間。桂珠說：「如果遇到

道路搶修，可能要好幾天才回得了

家。」所以她一年只敢回家一次。

助產是當時護士的主要工作，所以

學校是護理與助產兩科都要修，她

還記得在就學時期只有兩門課有課

本，其他課程的講義都是邊聽邊寫

抄來的，如果遇到有特殊口音的老

師，做筆記的困難度又加深了，所

以一到下課時間，一群同學就圍在

一起互相抄寫討論。求學過程不輕

鬆，要學的東西也很多，但她沒想

過要放棄，因為家鄉的同學都羨慕

她，有書讀是好命又幸福的。桂珠

這是陳桂珠助產時期僅存的照片，在胡葉寶玉

的助產所前留影。( 陳桂珠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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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用功，苦讀四年，並在畢業那

一年年底就考上助產執照。

精神病院洗禮		學會同理病人

公家機關是護校畢業的熱門職缺，

各地衛生所都設有到府接生的助產

士，但關山衛生所剛好沒有助產士的

職缺，陳桂珠就先到同學介紹的玉里

養護所 ( 精神病醫院 ) 上班。桂珠解釋

當時的決定：「雖然念的是助產，但

是如果沒有跟著有經驗的助產士一起

磨練過的話，根本不敢一畢業就直接

做助產工作。而玉里養護所是公職的

缺，大家都搶著要占缺，所以就去上

班。」

本來還在期待職場新生活，她卻在

報到的第一天就想打退堂鼓。

病人不管是男是女全都理著光頭，

面無表情自言自語、漫無目的走來走

去，桂珠形容：「就像在電視裡看到

地獄裡的遊魂一樣可怕，嚇得掉下眼

淚。」當時的護理長和學姊們一直在

旁鼓勵，護理長甚至告訴她第一個星

期不用工作，只要先熟悉環境就好；

學姊們的盛情照顧讓她很快就進入狀

況，也釋懷不再害怕這特別的工作環

境，因為護理工作就是要服務生病的

人。

桂珠在精神病房待了四年，光是一

個人就要負責照顧四十個形形色色的

病人，有的會動手打人、有的會偷摸

護士，桂珠總是耐心告訴病人不可以

這樣，有時看穿病人的「技倆」，她

還會覺得很有趣。她說，這份工作讓

她學會如何用同理心與病人相處，也

很同情飽受精神疾病所苦又沒親人陪

伴的他們。只是疼愛桂珠的父親，在

看過女兒的工作環境以後，就開始擔

心女兒在精神病房待久了性情也會受

影響，因此一得知關山國中缺校護，

就趕緊叫女兒回來關山。

從校護回歸助產本科

擔任校護，只要處理一些腹痛、頭

痛等小外傷，工作算來輕鬆，照顧鎮

上少年少女的日子轉眼過了七年。

有一天一名產婦在凌晨即將臨盆，

當地的助產士，人稱「牧師娘」的胡

葉寶玉和另一位老助產士都因身體不
陳桂珠在婚後即開始助產士的工作，接生不分

晝夜。( 陳桂珠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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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無法接生，情急之下，產

婦的媽媽大半夜裡找上了有

助產執照的桂珠求救，桂珠

只好答應，兩個人又騎著單

車來找牧師娘借「接生箱」。

牧師娘跟桂珠交待了一遍接

生的步驟，桂珠便很高興地

來到產婦家，想不到卻發現

嬰兒頭上腳下，是難產胎

位，她當下慌了，但仍然故

作鎮定的安撫產婦好好配

合，過程中，她不斷回想在

校所學的技巧，小心翼翼地

接出嬰兒下半身，再以手指

勾好嬰兒的手，以免折到，

幸運地，一個可愛的女嬰就

從她手裡順利接生出來。牧師娘那時

已六十七歲了，希望桂珠能到助產所

幫忙，桂珠利用假日及下班空檔幫忙

產後護理及洗清嬰兒的工作，持續了

兩年，牧師娘年事已高，且決定遷居

美國，就鼓勵桂珠投入助產士開業。

基於接棒的使命感，桂珠放棄穩定

的校護工作，成為開業助產士，那時

是一九八一年，她結婚後一年。

接生千名寶貝		辛苦又快樂

確認產婦胎位正常，燒開熱水、

準備好臍帶鉗、裹嬰布以及消毒過的

紗布，幾項簡單的器具就位，開始準

備接生。陳桂珠說：「助產士的職責

不只在生產的時候，懷孕、產後都包

含在內，是個有關生命又能享受喜悅

的工作。」然而，在桂珠從事助產工

作的時期，家境較好的人已經流行去

臺東市區的醫院生產了。相對地，找

她接生的產婦幾乎經濟狀況都不好，

因為到醫院產檢的費用她們都負擔不

起，所以她們都沒進行產檢，常常送

來的產婦還來不及灌腸，就要臨盆了。

桂珠接生的產婦，從海端鄉到鹿野鄉

都有，其中很多是原住民。

例如布農族以前有個習俗，嫁出去

的女兒不能在娘家生小孩，桂珠記得

有一天傍晚，有個部落青年騎車到助

產所來，急匆匆地要她跟著去山裡的

加拿村接生。路況很差，都是牛車路，

車騎到一半過不去了只能放路邊改用

1987 年陳桂珠擔任助產士期間，前排兩個女兒那時約四、五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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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在昏暗中穿過雜草堆、經過幾

個臥倒醉漢，趕到產婦家已經晚上六

點多，產婦已經在屋外的竹簷下生了，

所以她就幫忙斷臍、拉胎盤、把嬰兒

洗乾淨。這是一次讓她驚恐又難忘的

經驗。

而如果看到原住民產婦家中經濟狀

況很不好，衣服已經破爛的，桂珠就

幫忙募衣服，付不起錢的，就接受他

們自己種的菜和水果抵助產費，讓他

們心安。

桂珠直說自己當年真的很「傻膽」。

有一次在陪一位難產婦人到臺東市生

產的途中，嬰兒的頭就已經出來了，

她只好直接在計程車上幫產婦接生，

當時嬰兒全身發紫，沒有呼吸，她持

續做了三分鐘的人工呼吸，終於聽見

嬰兒發出「嗯」的一聲，看見孩子睜

開眼睛，她鬆了一大口氣，想要坐下

來時才發現自己蹲得雙腿都麻了。

陳桂珠坦言，「助產士除了要心細

膽大、判斷能力快，還要有一顆不求

回報的心。」她曾經陪著難產的婦人

坐救護車到臺東市，並向醫生說明產

婦狀況，再自己坐著車回到關山，沒

有收任何費用，自己貼車錢；幫一位

產婦連續接生三次，雖然對方都付不

出報酬；甚至一直陪在到了預產期的

產婦身邊，怕有突發狀況，不敢回家

睡覺。

十五年來，陳桂珠接生超過一千

個嬰兒，可惜仍有兩個生命從手中

溜過，其中一個是外地來的產婦，

因為拖太久才到助產所，等她接手

到衛生所工作是全然不同的性質，陳桂珠重新摸索，在大街小巷穿梭推廣衛生教育。(陳桂珠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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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經是死胎；另一個則是因畸型

在生下來沒多久就斷氣了。

助產的過程儘管辛苦，每當桂珠接

生完累癱在躺椅上，她都會告訴自己

「我又接生一個了，這種快樂是別人

享受不到的好事！」

隨時要準備幫人接生，讓她十五年

來只回過電光娘家一次，連和家人相

處的時間都很少，幸好有支持她的婆

婆和先生幫忙照料小孩和家事，才可

以讓她盡情發揮專業。而她不能幫自

己助產，附近也沒有其他助產士，所

以反而她自己生小孩是到醫院生的。

這也預告了時代的轉變吧。

隨著時代演變		轉戰社區公衛

一九九五年全民健康保險正式開

辦，交通也便利了，不少鎮民開始到

大醫院生產，桂珠早期一個月平均接

生十個小孩，到這時一個月接生不到

兩、三個，親身經歷了助產工作的沒

落，所以在一九九六年正式結束十五

年的助產工作，轉往關山衛生所接任

護產負責人，等同現在的護理長，開

始護理另一階段的挑戰。

桂珠在衛生所的工作就是走入社

區，挨家挨戶推廣子宮頸抹片、成人

健檢、長期照護工作等等，也因此她

到關山慈濟醫院擔任居家護理師，熟悉社區的陳桂珠很快掌握需要健康照護的鄉親，右為潘永謙院

長。攝影／江昆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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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區家家戶戶的家庭狀況都相當清

楚。但是她剛做社區衛教時，認真準

備了一堆資料，卻因為時間拖得太長

讓臺下民眾聽得不耐煩，經過幾次挫

折，桂珠知道應該要針對群族來改變

教材內容，才能吸引聽眾注意，一直

訓練到自己可以對著一百多人做團體

衛教，後來也能與地方機關聯合辦理

健康促進的大型活動了。

加入關山		居家護理關懷老人

二○○七年，桂珠在衛生所工作

十一年，準備要在六十歲退休了。這

時，常合作的關山慈院管理室楊栢勳

主任開口邀請她加入，擔任關山慈院

的居家護理師，也承接社區老人關懷

據點的業務。桂珠認為自己對關懷老

人很有興趣，加上自己最大的特色就

是有親和力，容易和長輩拉近距離，

更可以消除老一輩民眾對醫院的恐懼

感，便很爽快地一口答應。一諾千金，

桂珠堅守護理工作至今不輟。

剛進入慈濟時，桂珠偶爾會跟著丘

昭蓉醫師去居家訪視及南橫部落的巡

迴醫療，和丘醫師聊天的過程中，知

道丘醫師想為社區做很多事，所以她

們兩人特別有話聊，丘醫師常教導桂

珠如何擴大到社區服務，也經常把「要

惜福，若能被人需要，還有一分功能

來付出，是幸福的！」掛在嘴邊。桂

2014 年 5月關山慈院慶祝國際護師節。攝影／陳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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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說，關山慈院雖然不大，但要學的

東西卻很多，凡是都做中學、學中做，

她很感謝丘醫師讓她學到為人處事的

小細節，可惜說好要一起投入社區付

出的，丘醫師卻不在了。

現在桂珠的主要工作就是銀髮福氣

站的經營，她絞盡腦汁地為社區長者

安排課程，為了讓老人家可以多動動

手動動腦，還特地去學手工麻繩編織，

學會了再教爺爺奶奶一起製作。另外，

桂珠也很堅持做任何事都要「真誠」，

只要想舉辦活動，她就開始拿著企畫

書騎著機車四處奔波，親自登門拜訪

尋求地方資源。在推廣健康促進延緩

老人退化的活動裡，桂珠也融合行孝

的理念，邀請三代同堂一起參與活動，

輔導民眾尊重老人、愛老人。而當年

傳棒給她的牧師娘胡葉寶玉，有空也

會來參加福氣站的活動呢。

「不是我優秀，我只是比較幸運，

一路上都有貴人相助。」從事護理

工作，桂珠在三十四、五歲時結婚，

相對於同年齡是晚婚的。而兩個女

兒中，也有一位在臺東衛生局擔任

護理師。陳桂珠說：「在我的一生中，

最值得我欣慰的，就是我沒有畏懼

護理的工作。」她說，從踏出校門

開始至今，她一直熱愛著自己的工

作，四十三年的護理生涯，照顧精

神病患者，當國中校護，接生小娃

兒，社區衛教，居家照護，到現在，

自己算老人陪伴老人，過程艱辛但

充滿成就感。桂珠想了想，因為護

理工作能學習的東西是無間斷的，

可以不斷享受成長學習的喜悅，而

在服務病人的過程中，更能獲得實

現自我的幸福。

從事護理工作四十多年，現在的陳桂珠 ( 右前一 ) 已成為關懷老人的高手了。圖為關山慈院護理

同仁與中福社區關懷據點的老人家同歡，慶祝國際護師節。( 關山慈院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