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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謝明芳

1985 年，莊慧瑛從弘光護專畢業，成績優異的她，被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錄取，

接下來，就等報到通知了。

等候通知期間的某一日，正巧看到電視播出證嚴法師在花蓮蓋醫院一事，勾起

她當初選讀護理的那一念，就是要服務偏鄉的民眾。偏偏，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與

花蓮慈濟醫院的報到日同一天，她好猶豫，整整思考一個月，這段空檔，她還去

報考省立花蓮師範專科學校。

某個深夜，她做了一個夢。夢裡，她去看一個畫展，看著看著，走入夢中的圖

畫內……走著走著，遇到了叉路，到底該往左或右？她忽覺眼前的景象很熟悉，

「這一條不就是要去師範專科學校的路嗎？另外這一邊就是往靜思精舍的方向

啊！」猶豫一番，她選擇往精舍的方向去。

夢醒後，她決定到花蓮慈院報到，而成為啟業第一批護理人員中，七位報到者

之一。

正式到職前，七個人先到臺大醫院考試兼訓練一個月，(1986 年 )7 月再跟隨一

位臺大醫院護理督導退休的曾幸玉主任來到花蓮慈院，準備啟業後開始服務。當

車子開抵花蓮市街的路口，正是夢中的場景，她終於明白：「原來，我就是要來

慈濟。」

她很驚訝夢境成真，更加珍惜這一段特殊的機緣。

入住靜思精舍

由於花蓮慈院 8 月才開業，

七個人先暫住精舍，住在精舍的

一個多月，莊慧瑛形容是自己最

精進的時光。

她幾乎每日起來做早課，認真

地穿上那一襲海青。到了假日，

夥伴們都出遊，唯獨她留在精

舍，做養樂多罐的蠟燭手工。有

一回，證嚴上人走出來看到她，

問起：「咦！人家都去玩，妳怎

麼沒去玩？」

「看到上人那麼辛苦，其實，

我自己也不喜歡玩，就幫忙做手

工。」莊慧瑛心裡這麼想著。

每當假日沒回臺中，她就會
花蓮慈濟醫院還沒啟業前就報到的同仁會住在靜
思精舍，莊慧瑛說那段時間是她最精進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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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來做手工，更可貴的是，她也跟著上人到義診所為鄉親義診。

當年，來往東、西部的最快交通工具是飛機，搭乘四十人座小飛機時驚心動魄

的恐懼是莊慧瑛難以忘懷的，所以，她每隔三個月左右才回家一次。住在精舍一

個多月茹素，回到家吃到葷食，她拉了三天肚子，這些都成了她珍貴回憶的點滴。

門診之外，最多科別的手術室

二十出頭歲的應屆畢業生，面試時難免緊張，莊慧瑛把最想去的單位 OR（手

術室）誤說成 ER（急診室），便在臺大醫院急診室受訓了一個月；回到花蓮後，

繼續在急診室服務，但初期急診的病人並不多，她轉到門診幫忙。

有一天，她在走廊上遇見護理科主任，主任走上前來關心：「聽說，妳想

去 OR ？」她回應：「對。」待在門診一個月後，她被調到手術室，一待就是十年。

早年建置手術室，大部分的作業模式是從臺大醫院「移植」過來，但最大的貢

獻者，是當年建置供應中心的護理長林智惠，莊慧瑛非常感恩她協助大大小小的

事務，包括採購儀器設備、打包器械和基本包的訓練、建立作業標準流程等。

「那時兵荒馬亂，東西從無到有，就算買了一整套器械，可是來的醫師使用的

器械不盡相同，器械就要再買。」莊慧瑛說，從臺大醫院來支援的醫師們，作業

模式不盡相同，對器械的使用也就各有不同選擇。

然而，她遇見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婦產科醫師，雙手就如器械，「楊朝融主任的

手好巧，不需用夾子等任何工具，徒手就可以把剖腹產的新生兒抱出來。」受美式

教育的楊主任，對護理人員相當尊重，從門診至任手術室護理長的莊慧瑛，深受

楊主任信任，每當有會議或

活動，主治醫師或總醫師沒

邀她出席，這一群醫師就得

挨楊主任罵。

在 手 術 室 裡， 偶 爾 器 械

使用不順或儀器突然無法運

作，跟刀的護理師們又無法

處理的時候，總讓一些醫師

心煩意亂，「我這個器鑽 (

一九八九年，莊慧瑛（左）參
與臺大護理行政訓練班獲結業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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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鑽 ) 不動了，叫你們護理長

進來。」很神奇地，莊慧瑛

才走到門口，機器就又正常

運轉了。

隨著科技發展，手術方式

也日新月異，當鏡檢出現了，

許多器械都要組裝，當時花

蓮慈院第一個簽約醫師陳英和曾經為此煩惱，「這到底要怎麼配才對？」莊慧瑛

一出馬，兩三下就裝好了，令陳英和院長佩服不已，「以後有妳在就好了。」

「這好像是我的天性，一下子就會了。」莊慧瑛笑稱，自己就像工務室的醫工

組。

早期在花蓮時，休假會去參與
義診，上人也都會參加。左三
為莊慧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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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光陰，培養專業與陶冶人文

當時，從臺大醫院來的醫師，如：郭漢崇、陳英和、簡守信、楊榮森……技術好、

年輕又帥，常吸引一群護理小女生們，擠在門外偷看醫師們的操刀英姿。

「護理同仁們的舉動，說起來還真可愛。」莊慧瑛談起，整個手術室團隊的氣

氛很好、凝聚力強，以至於遇上大刀時，大家都能團結一致。

讓莊慧瑛印象深刻的兩名個案，一位是當年 (1987 年 ) 十四歲的布農族少年林

傳欽。去修車廠當學徒的林傳欽，才從車上下來，不料，被傾斜而下的碎砂石埋

掉下半身，送到醫院急救時，團隊用了六十三加侖的食鹽水為他清腸洗肚，還輸

了兩萬西西的血，才把情況穩住。

但是，他的下半身嚴重感染，肢骨節節壞死，骨科陳英和醫師眼見他將因敗血

症而喪命，不得不為他進行雙腿的齊截手術。截肢後，他的肛門、坐骨都沒了，

不但要忍受劇痛，活動力也受限；接下來，泌尿系統和皮膚重建問題，則是另一

段長時間的巨大考驗。

另一名個案發生在 1992 年，五十二歲的臺大外科部教授廖廣義，在清水斷崖

花蓮慈院手術室同仁也把握機會體會一下花蓮的好山好水。右一為現在的臺中慈院簡
守信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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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落石擊中。他因大量失血，輸血量達三萬八千西西，數小時的休克引發多重器

官衰竭、腦部萎縮，當晚，在省立花蓮醫院原要判定為腦死，後來在花蓮慈濟醫

院曾文賓院長和外科蔡伯文主任帶領醫療團隊全力搶救下，終於挽回性命。

手術室的護理師們，經過各科的小刀、大刀等不斷訓練，各個實力堅強，莊慧

瑛也培養出多位現任醫院的護理精英，例如大林慈院洪阿淑、劉季惠、姚惠娥、

方雅淑，臺北慈院林麗華、關山慈院陳香伶，她們都是花蓮慈濟醫院開刀房出身。

莊慧瑛驕傲地說，從花蓮慈院手術室訓練兩年出來的護理師，會比其他醫學中

心來得優秀。而花蓮慈院在第一年的訓練，每一位同仁都會接觸各科，從中了解

每位同仁的專長，再經第二年的專科訓練，學得更扎實。

在手術室的十年歲月，莊慧瑛不僅教導出優秀的護理夥伴，也帶著大家做出多

項創舉，像是環境整潔上的落實，當今稱為「5S」，另外，也參與醫院舉辦的環

保比賽，同仁們發揮巧思，利用塑膠袋、電話卡等回收資源，做成一件又一件亮

眼的服裝，穿在身上展現服裝走秀。

除了工作上的努力，同仁們在休閒上也充滿益智性。莊慧瑛帶隊參加由藝人胡

瓜主持的「百戰百勝」節目，有醫師也參與其中，現場示範如何包石膏，當日湊

巧有人因跳躍而跌倒受傷，石膏正好用上，並由骨科潘永謙醫師為那一位受傷者

上石膏。

1991 年 7 月，莊慧瑛在花蓮慈濟醫院開刀房時的每日晨會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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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方，再次見到「慈濟」人

隨著醫院漸漸蓬勃，手術室漸趨完善，莊慧瑛也步上另一段護理旅程。

慧瑛的爸爸因工作緣故需出國，兩個弟弟又在外地工作，家中只剩媽媽一人，

為了陪伴媽媽，她在 1997 年 6 月回到臺中菩提醫院工作。

1999 年，臺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中部嚴重受創，所幸，她服務的醫院安然

無恙。受傷者陸續被送進醫院治療，院方也開放一半的病房浴廁，提供給民眾洗

澡。

那一日，熟悉的身影出現在她面前，是簡守信醫師，從花蓮帶隊來到她的醫院

支援。「看到自己的人來，感覺很窩心！」莊慧瑛的心情，猶如受災民眾見到慈

濟人來，令她感動且心安。

發生這麼重大的事件，花蓮慈院的主管對她很關心，特別致電問她有沒有怎麼

樣？「要不要再回來花蓮？開刀房需要妳再回來整頓。」

在臺中工作兩年多，爸爸也從國外回來了，莊慧瑛想一想並和爸爸商量一下，

「好吧！」她決定再回花蓮，於是在 1999 年 11 月重返慈濟醫院，展開手術室

的人員、清潔、環境等事宜整頓。

有一陣子，大家談論大林慈院將要啟業，莊慧瑛也聽聞這個消息，她心底期待

著，若能到嘉義大林服務，離家就近了。主管聽進她的心聲，欣然接受她的請求，

2000 年 9 月 6 日，她成為大林慈院啟業的護理一員，並從手術室整頓起。

跟隨社會脈動，

不停學習

醫療照護持續進步，莊慧

瑛的學習也與時俱進。

待在花蓮慈院手術室期

間，醫院正缺感染管制的人

才，在主任鼓勵下，她到臺

大學習感染管制；而心臟外

科正要成立，她也至臺大心

臟外科受訓一個月；此外，

醫院還派她到臺大進行一個

月的行政訓練，她便與幾家

醫院的人員成為臺大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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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訓練的種子。來到大林慈院，她利用年休假自己去學中醫，並考取中醫七科

九學分證照。

持有感管師證照的她，擔任多年感染管制查核委員，約在四年前開始承擔嘉義

市醫療院所 ( 含護理之家 ) 的感管查核工作，嘉義市衛生局幾近連年聘請她擔任

查核委員，輔導基層院所感管及防疫措施的落實。

「很多專業，我們要自己去充實，只要是對工作上、技能上、知識上有幫助，

就要利用自己的時間去學。」許多課程都是莊慧瑛利用假日自學，她相信多學有

益，就像是二、三十年前在學習感控時，她萬萬沒想到在 2003 年發生 SARS 疫

情之際，居然派上用場。

從東部到西部，莊慧瑛歷經急診、門診、手術室、婦產科、外科、骨科病房、

感染管制小組、供應中心、傷口照口、TPN( 全靜脈營養治療 ) 等單位的督導工作，

也曾接受安寧療護初級班訓練。任職大林慈院這十九年，也從護理部督導升任為

高專，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包含婦產兒科、洗腎室、感控中心、老人醫學科病房

等督導，還擔任勞工安全、護理用品、環境品管、員工福利及感染管制委員會委

員等業務推動。

為了提升專業知能，莊慧瑛於 2001 年展開第二階段的求學生涯，進修慈濟技

術學院第一屆的二技在職專班，2004 年取得護理學士學位；2006 年，她進入弘

光科技大學護理碩士班護理行政組就讀，同年受證慈濟委員。

求學期間，她每週兩日跑回臺中的學校讀書，她很懷念與感恩同學都到火車站

接送，至今，她與研究所的

老師、同學都還保持聯絡，

逢年過節或生日，大家一起

去拜訪老師。

2010 年，她從碩士班畢

業，2011 年 4 月則取得講

師證，持續今日仍是一梯又

在花蓮扎實接受各次專科訓
練的莊慧瑛，從大林慈濟醫
院啟業初期就加入，至今 19
年，也從護理部督導升任為
高專，從事行政管理工作。
攝影／黃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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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梯護理實習生的老師，帶出無數的學生。然而，使她最感動的，依舊是在花蓮

慈院手術室那十年，培養出三、四百位的護理同仁，其中有一位，在她來到大林

服務後，寫了好幾頁的小卡片送給她，頁頁都是值得回味的往事及感恩。

教與學並進「不管同仁還是學生，教導後，他們的領悟力及努力相當重要。而

我們以身作則，讓學習者看到我們怎麼做，他們除跟進外，加上自己用心體會及

感受而朝目標前進。」這就是傳承；而自己更要不斷精進，期日後每一位學習者

都有傑出的表現，這是莊慧瑛最終目標。

每每遇貴人

「我從畢業到現在，際遇都很好。」莊慧瑛回想，從當年的護專畢業至今，一

路有太多貴人相助。

她最初遇見的貴人，是臺大退休的曾幸玉主任。記得當年考試、面試後，曾主

任很擔心她不來，親自打電話到她家。談話間，曾主任問：「在妳的生涯中，有

沒有什麼讓妳感動的事？」

莊慧瑛分享了一段自己在護理求學階段的故事，曾主任聽完後便說：「我就是

需要妳這樣的人。」

儘管曾主任後來在臺中慈雲寺出家且年紀漸長，這一群「學生」依然感恩、探

望、關心他。

進入花蓮慈院服務後，人稱「林阿姨」的林智惠護理長和溫舜華主祕，兩人的

身教、言教，對莊慧瑛影響甚深，除工作上的指導外也學到怎麼穿著得體，日常

待人處事的影響更是直入心坎。莊慧瑛也特別感恩章淑娟主委，「引領我進入臺

灣護理學會擔任手術室委員會暨中醫護理學會委員，為全臺灣的護理人員服務，

盡己之力並讓更多人認識慈濟醫院」。

隨後，她去到臺中工作的兩年多，感念護理主任和醫師主任都對她很信任。

當時，她還不會開車，護理主任接送參與活動；而有「臺中一刀」封號、開

刀速度快、狠、準的醫師主任尊稱她為老師，因為她甫到醫院，就教「一刀」

操作電腦。

她在臺中工作時，也遇到好夥伴范姜玉珍，她很感恩玉珍對她的護持。她

要來大林慈院服務時，也邀約玉珍一起來，「她來了，她每天清晨從臺中搭

火車過來上班，讓我很感動！」莊慧瑛說，直到臺中慈院啟業，玉珍才調回

臺中服務。

而今，護理部陳佳蓉主任是她現階段的貴人。「佳蓉主任是很好的指導者、傳

承者，傾囊相授、指點迷津，讓我在護理專業及慈濟志業能往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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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在校很喜歡數學的莊慧瑛，老師看到她的天分，也一直鼓勵、護持她，她

差一點就要去讀會計科了。因緣際會，她看過很多生病的人，家人也認為女生讀

護理，不僅能照料自己也能照顧家人，因此，她選擇走上護理這一條路。

「我的護理學生制服，都是媽媽做的，西裝外套也是媽媽自己做的喔！」家中

有一位裁縫師媽媽，讓莊慧瑛既珍惜又滿足。

畢業後的職場抉擇，她很感恩開明的爸爸，尊重她的意見。「畢竟兩家醫院的

報到日期是同一天，假如爸爸當初不同意我到花蓮，就沒有現在慈濟的我。」

從小，爸爸、媽媽對他們三個孩子的教育「對人多付出一分關懷，使人更親近，

凡是親力親為，勤儉、務實為人的根本」，成了全家待人接物的依止，也或許是

這樣的「家訓」，早在莊慧瑛的心田，埋下細心、耐心地照顧他人的種子。

過不久，莊慧瑛的護理生涯將邁入第三十五年，回首這一路的精采風光，她說，

就是秉持護理的最初衷。當遇到人生下一個重要叉路時，下一步，她知道該往哪

裡走。

佛誕日浴佛大典後，靜思精舍師父與志工推著行動浴佛臺至各科病房讓病人及家屬也
能感受佛恩，中左為莊慧瑛。攝影／劉志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