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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到宅

傳溫情
——大林慈院居家護理師群像

■ 文、攝影︳  謝明芳

Home Care Nurses at Dalin Tzu Chi Hospital

圖為社區居家護理師鍾秀

華參加菲律賓義診賬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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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居家護理師
楊雅慧、曾亭雅

「我覺得病人好可愛喔！」「雖然

要『風吹日曬』，內心還是很快樂。」

雖然照顧的對象是身心科病人，居家

護理師楊雅慧、曾亭雅還是樂在工作。

像病友的媽

近六十位身心科病人，範圍遍布雲

嘉鄉鎮，每一個月會去探訪一個病人

二次；算一算，楊雅慧、曾亭雅平均一

天要去六個病人家，若無充沛體力和

持久耐力，怎麼辦得到？

可是曾亭雅、楊雅慧直呼：「我們

很幸福，不是一人獨立完成所有任務，

我們互相分擔與協助，還會彼此加油

打氣、分享病人的生命點滴喔！」

身心居家治療，主要對象是較無病

識感，不願到院就醫、日常生活功能

退化、情緒起伏較大的慢性精神病人，

或者是家人的精神衛生觀念不正確，

無法妥善照顧病患，或是家屬年紀老

邁等。

「我們與病人的關係很親近卻又有

距離，有時像朋友，傾聽他們訴說，

有時像偵探，懂得察言觀色，更多時

候我們像媽媽，關心他們的生活起居，

提供就業資訊等。」「病人比較會有

人際退縮的情形，我們則適時給予鼓

勵。」

身心科病人如果情緒較不穩定時，

可能免不了出現攻擊行為，雅慧與亭

雅還要學會保護自己。但在雅慧心中：

「我覺得病人好可愛喔！」而亭雅的

感覺是：「內心很快樂啊！」從互不

相識到合作無間，雅慧與亭雅一同在

身心居家護理的耕耘，歡樂多於淚水。

因為他們清楚，這些不到醫院的病人，

很需要他們時不時去看看，能讓病人

狀況穩定，當然就顯現出可愛的一面

了。

宿命和使命		

「當年從護理系畢業後，我因為喜

歡餐廳的工作就跑去學端盤子，做一

陣子才回到醫院。實習時接觸過而喜

愛身心科、小兒科的我，選擇了在身

心科病房服務。2011 年到大林慈院上

班後，展開了我身心居家照護的新旅

程。」雅慧意想不到，自己會重回護

理的懷抱。

走上護理又選擇身心科，對亭雅來

說更是跌破自己的眼鏡。「當初選擇

讀護理，是為了逃避數學科目，沒想

到畢業後真的從事護理工作，只是當

時有個想法，覺得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是瘋子，我絕對不碰身心科；因此，

我接觸的主要是加護病房的工作。後

來，還是到彰化一家醫院服務身心科

病人。」

「那一天，我是負責照顧病人的護

理師，有一位病人偷跑出去，當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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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時他已從隔壁公寓頂樓往下跳。

這件事成了我生命中的遺憾。天哪！

我 的 護 理 生 涯 就 要 在 23 歲 結 束 了

嗎？」亭雅至今仍為那位病人心疼，

「他覺得家人都不懂他，都把他關在

醫院，即使他回家，家人還是會把他

送回來，而選擇斷送生命。」

2003 年，亭雅來到大林慈院的身心

科病房服務，2012 年後投入身心居家

照護。有過遺憾，亭雅更加用心對待

身心科的病人。

「每一次開著車，走過相同的路、

關心相同的病人，但心境卻不一樣，

如果我是帶著歡喜的心去到居家，則

病人、家屬的心情也會受我感染。」

向家屬學堅強樂觀

雅慧說：「隨著時間飛逝，身心病

人會老，他們的長輩更老，往往形成

七、八十歲照顧五、六十歲的病人，

所以這些『老家屬』都很感謝我們，

甚至期待我們到來。」

雅慧從一個個的家庭故事，見證親

情的偉大。「一位阿公六、七十歲，

他的女兒和太太都患有精神疾病，他

一個人要照顧兩位病人很不容易，但

在他的身上我看到堅強與樂觀。」

「我們每個月去居家訪視，了解病

況及協助送藥，阿公說：『她們要規

律吃藥，病情才可以穩定，我有年紀

了，出門也不方便，還好有你們來 (

居家照護 )。每當她們精神狀況不穩

時，幸好有你們在。」

雅慧、亭雅形容她們猶如病人的針

與藥，不只給實際的口服藥物，期許

也是病人的心理藥物。「身心科與內

科、外科一樣，只是病症不同而已，

能讓病人感到舒服、穩定，這就是我

們的成就感；見到病人病情穩定且適

應日常、社區生活，我們就很開心

了。」

「靜思語『有願就有力』，我們成

長還要成長。繼續當他們的『比媽媽

還像媽媽』的媽媽，清楚他們的藥都

放在哪裡，知道他們不在家時，都上

哪散步去……」雅慧與亭雅相識而笑。

身心居家護理師楊雅慧 ( 左一 )、曾亭雅 ( 左二 ) 與身心醫學科徐鴻傑醫師 ( 中 ) 至病人家中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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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家護理師
許巧琪、鍾秀華

      

「恁常常來，阿ㄋㄟ甘ㄟ合？ ( 語

譯：你們常常來，這樣划算嗎？ )」、

「來！我教恁種菜。」……鄉下老人

的樸直與熱情，總讓居家護理師許巧

琪、鍾秀華倍感窩心，老人家的可愛，

增添了她們在居家護理路上的幸福滋

味。

找回單純護理心

從大林慈濟醫院啟業就到職的鍾秀

華，在內科病房服務十多年後，轉調

至社區健康照護室已有一年多，「一

開始讓自己無法適應的，是要學會比

在病房時更『雞婆』，除了注意病人

的傷口、管路，關心病人的飲食、生

活作息等，還要向家屬或看護叮嚀許

多注意事項。」

「我曾去過一位病人的家兩次，注

意到看護從臺籍換成外籍，不變的是

病人的傷口上仍貼著黑藥膏布。我叮

嚀看護，黑藥膏布會有細菌感染的可

能，建議不要使用，在旁的家屬突然

對我破口大罵：『換完管子，妳就給

我滾。』我輕聲細語地對他說：『不

好意思！我們有義務告知照護者或家

屬注意事項，所以叮嚀的事情會比較

多。』」「不需要，我不想聽妳說那

麼多，妳給我走。」家屬憤怒以對。

社區居家護理師許巧琪 ( 左二 ) 與鍾秀華 ( 左一 ) 與醫師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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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的情緒，是居家護理一定會面

對的，若對方心情不穩定，秀華會試

著善解，不會拿對方的脾氣來挫折自

己。「會挫折我的，往往是自己的態

度或事情做得不對，反省與調整做法

後，心境也會跟著轉變。我覺得這就

是自己的成長。」

接觸居家護理儘管只有一年多，秀

華卻從付出中體會成就，「有些家屬

知道我們要前去居家關懷，會迫不及

待地在門外等候。而家屬對我們的感

謝和肯定，是我們持續下去的動力。

其實，我『付出有所求』，我求病人

能被家屬或照護者好好照顧。」

在慈濟服務，讓秀華實現了平凡中

見偉大的生命價值；她參加過江蘇省

的眼科義診，去年也到菲律賓為海燕

颱風賑災及義診。「從菲律賓回來後，

我開始參加雲嘉區人醫會每個月的往

診、義診，懂得珍惜擁有的一切，並

找回單純的護理心。」

真實的生命教育

許巧琪則是在 2011 年來到大林慈

院當居家護理師。

「我們除了定期的居家護理，也透

過電話關懷家屬和病人。曾遇過一位

病人阿公營養不足，我把營養師建議

的量透過電話告訴阿嬤。可是溝通了

很久，阿嬤還是堅持『何必吃那麼多』

而不耐煩地掛了電話。不久，我又再

撥電話給阿嬤，不放棄地溝通，阿嬤

參加菲律賓海燕颱風賑災義診後，鍾秀華更珍惜擁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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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感受到我的苦口婆心，就對我說：

『歹勢啦！我的脾氣有卡壞。』」

「有我們居家護理的介入，病人原

有的壓瘡等傷口，透過照護者願意學

習且用心照顧，能見到傷口逐漸復原；

更讓人歡喜的是，病人、家屬把我們

當成一家人，分享他們的生活點滴，

我們成了他們的忠實聽眾，有時還成

為居中協調者喔！」

「我們時常去居家關懷病人，順勢

經過另一戶病人的家門時，就會下車

進去探望一下，有一位家屬阿嬤忍不

住對我們說：『恁常常來，阿ㄋㄟ甘

ㄟ合？ ( 語譯：你們常常來，這樣划

算嗎？ )』這句話直入我的心坎，感受

到阿嬤不僅指我們花費時間、油資等

的奔波，更是我們付出的心力她感受

到了，反過來關心我們。」

巧琪也常把工作的感動與女兒分

享。「女兒今年八歲多，我會跟她分

享病人狀況如何、哪個病人過世了，

她會不捨而雙眼泛紅，卻能接受自然

法則的道理；曾經，她看到我的手機

還留有已故病人、家屬的電話而對我

說：『媽媽，這個人不是往生了嗎？』

沒想到病人的生命歷程，在小小年紀

的女孩心裡，一點一滴產生變化。」

巧琪與秀華期勉她們不只是換管、

換藥等實質的協助，盼望做到讓病人

舒適，也讓照護者的壓力減至最低。

問她們的快樂來自何處，她們皆答：

「就在與病人、家屬、照護者的真誠

互動間。」

與病人及家屬、照護者真誠的互動，帶給社區

居家護理師巧琪和秀華工作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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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療護居家護理師
蔡秀美																																			

曾經在安寧居家照護的路上迷茫

過，曾經想放棄護理的工作，曾經覺

得失去了生命的價值……蔡秀美在一

次次的服務和轉念間，重新找回人生

的方向，珍惜活著的每一天。

了解安寧護理的價值

一位住在嘉義縣東石鄉的老奶奶，

「阿嬤到後期都無法說話了，且有泌

尿道感染的情形，看著阿嬤非常痛苦，

我左思右想是否該請醫師為阿嬤開抗

生素。打不定主意之際，我握起阿嬤

的手……我不會形容那種感覺，我們

之間彷彿有了心電感應，我可以明白

她在對我說：『不要開藥，請不要再

為我治療了。』」

「再次握她的手，是她要臨終之時，

我深深感覺到她死去前的不安與恐

懼，我輕輕對她說：『阿嬤，咱嘸免驚，

咱媽祖廟的媽祖會保護您，您這世人

很辛苦為這個家付出，大家都很感謝

您，子孫也不免您擱煩惱了。』不可

思議，阿嬤漸漸地安下了心。」

眼前這一位溫柔、感性的蔡秀美，

擔任安寧療護居家護理師將近 13 年。

陪伴無數病人、家屬走過傷悲，如此

善解人意的護理師，卻曾在護理之路

走得十分氣餒。

2001 年 7 月，秀美來到大林慈院報

到。「秀美，安寧居家護理這部分就

麻煩您了。」主管放心地交代著。「結

婚的緣故，我從花蓮慈院轉到大林慈

院。在花蓮九年的時間，我做過一般

病房、身心醫學科病房和社區健康照

護的工作，就是沒有接觸過安寧，心

真的有點慌呢！」

千里之路始於足下，秀美從安寧

病房的臨床照護學起，並努力至院外

研習安寧照護的初階、進階課程，外

加一次又一次走入病患的家與癌末病

人、家屬互動，秀美逐日熟悉安寧的

一切。「為什麼病人會這樣？為什麼

與我期待的不一樣？覺得快做不下去

了，我開始懷疑自己在這個區塊的價

值……」一個個癌末病人的狀況愈來

愈走下坡，與秀美預設的好轉期望背

道而馳，讓她開始質疑護理師的專業

與存在價值。「曾經想要放棄，但持

續與許多的病人、家屬相處後，慢慢

地我轉化心境了──我明白病人是不

會好的。」

快樂自在地面對死亡

「我愈做愈感動，而且體會到不是

我去幫忙他們，而是他們教我很多事。

因緣很奇妙，每當我遇到生活上的困

境，剛好都會有病人或家屬需要我去

處理他們的事情，經過幫忙處理，回

歸到自己的生活也能處理相同、類似

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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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一轉，心明又輕安，秀美無形中

還成了病人、家屬們的定心丸。「病

人的病況就像在下階梯，他們下了一

階停在平臺，正是他們較穩定的時

候，他們通常會想離開病房回到熟悉

的環境，此時承擔照顧的家屬們會因

不知如何照護病人而感到無助、有壓

力，我們居家護理就扮演輔佐、指導

的角色。」

「病是苦的，有些病人為了家人

而撐得很辛苦，當我們的醫師、宗教

師、社工師等團隊介入陪伴、引導，

我看見病人與家屬在面對死亡反而變

得快樂、自在，而不會繞在病、死這

些事上。」

來到心蓮病房，秀美找回單純的喜

悅。看見醫護同仁們想盡辦法逗病人

笑、解開他們的心結，她不由得讚嘆

同仁的用心與付出：「原來醫療也可

以那麼快樂啊！」

真心的付出，得來真心的感動

性情中人的秀美，不壓抑或漠視情

緒，「難過就難過、想哭就哭吧！我

去居家照護一個人開車時，遇到悲傷

的事就在車上哭一哭，準備到下一戶

前，整理好情緒再面對。」

「我獨處的時間比較多，可以體會

病人或家屬孤寂的感覺，就能在他們

的心情、精神上給予一些幫助和分享；

特別在獨處時，我的腦海會浮現與病

人們相處的畫面，常會感動地微笑，

也是我能量的來源。」

真心的付出，能得真心的感動。「一

位住在嘉義縣東石鄉的阿嬸有一天突

然對我說：『小姐，請妳靠近一點，

我想好好看清楚妳的臉。』這句話讓

我好感動，代表阿嬸想好好認識我。」

安寧居家照護的觸角遠至嘉義布

袋、雲林水林、南投竹山等地，蔡秀

美的生命故事也在一家接一家的居家

服務中繼續。

蔡秀美投入安寧居家護理，愈做愈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