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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怕生的小女孩，隨著人生中每個剛巧的機緣，游亞歆變化成一個隨時能

與陌生人溝通搏交情的精神科專科護理師……

志在心理系，意外成為慈大護理系第一屆

游亞歆問媽媽自己小時候是什麼樣子，媽媽的形容是「很內向怕生」，不敢跟

人家講話；亞歆記得自己小學三、四年級時想去雜貨店買零食，都要拖著弟弟去，

讓弟弟去結帳。小學五、六年級過馬路時被摩托車撞到，自此留下陰影，對外在

環境有點畏縮，到了高中後期，不得不要求自己逐漸獨立，才變得比較外向。

國中時期的班導師對亞歆產生了很好的影響，「畢竟是青春期，老師要帶學生

不是很好帶，但導師每兩週就約同學中午一起吃飯，聊一下近況，感覺很溫暖…

…」班導師是學心理的，願意花時間與他們這些小屁孩搏感情，引導抒發情緒的

方式，得到少女亞歆的認同，她想，「心理學，好像是不錯的選擇。」

考大學的第一志願是輔大心理系，但聯考分數出來後沒把握能上，參考了歷史

落點區間，看到有一個新的選擇「慈濟大學護理學系」，轉念想，除了心理系，

護理似乎也可以。但這個科系是全新的，沒有落點可以參考，保險起見，就往前

填免得又落空，後來，游亞歆就成了慈大護理系的第一屆學生。她現在回想，「好

像填太前面了！但就是緣分吧，不然應該上其他大學的生物系了。」 

大學時期活躍參與多個社團活
動，訓練了游亞歆 ( 右二 ) 做
事有效率又樂於思考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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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彩又充實的大學生活

「護理系是第一屆，但前面有三屆醫學、醫技、公衛的學長姊，我們是慈濟大

學的第四屆。」亞歆說起二十年前的慈大校園光景，「學校小小的，（同學及教

職員）幾乎全部都認識，宿舍就在圖書館樓上，大家每天都會碰到面，走在校園

都是認識的人。」

而學校人少，社團選擇卻很多，每個人都參加了好幾個社團，游亞歆也不例外，

她參加了如：快健營、手藝社、各種服務隊等等，甚至假日時也常有營隊活動，

她記得連附近的明廉國小也曾舉辦週末營隊。累是免不了，但大學生活過得非常

豐富。考試怎麼辦？「考試就臨時抱佛腳。」亞歆開玩笑的回憶過去，她也發現

大學時期把時間充分壓縮的狀態下，反而訓練自己在有限的時間裡做事更有效率。

老家在臺中霧峰，大學的懿德爸媽的確帶給孩子們像家的溫暖。「我們家族的

兩個（懿德）媽媽都是臺中來的，每個月來關心，給我們很多支持。」媽媽們邀

請家族的同學們在寒暑假期間到家裡玩，亞歆記得媽媽們還曾經帶他們去看過潭

子新田那片「小山丘」，十幾年後居然真的變成了山丘中起了醫療大樓的臺中慈

濟醫院院區。

開始實習課程後，游亞歆發現自己對精神科有興趣，後來也一直走在精神科護理的路
上。右為亞歆相知相守的人生另一半。右圖為畢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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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是唯一的選擇

亞歆在社團多半擔任企畫組組長，要設計、發想、安排很多活動，當護理實習

進到醫院後，她發現精神科的照護方式跟其他專科不一樣，除了換藥打針等等，

還要跟病人會談、設計一些治療活動，跟社團上運用的方式滿像的。

「如果我喜歡的東西跟工作可以結合，還不錯。」再加上她對心理學仍然保有

興趣，種種因素讓她篤定自己應該選擇精神科，目標很明確，所以大四的綜合選

習她又選了精神科，更深入的在花蓮慈濟醫院精神科病房實習，畢業後也直接進

這個單位工作。

歷練 15 年，再回慈濟醫院

在花蓮慈院精神科病房擔任臨床護理師一年後，覺得離家很久了，想回西部，

把目標鎖定（部立）草屯療養院，所以收到錄取通知後，即使只是約僱合約，還

是決定回去，甚至違約也要回去。

而後療養院一位醫師跳槽到沙鹿童綜合醫院，因為醫院正在擴編精神科病房，

常常邀約亞歆去參觀，她去了一次後就答應，憑著一股大膽的傻勁接任了「醫師

助理」（當時尚未正名為專科護理師，過渡時期各院有不同職稱用法），開始專

科護理師前身的類似工作。兩年下來，耐操耐勞，學到了專科護理師該會的一身

技能。

這時男朋友服完兵役，決定回到花蓮，回到慈濟大學跟著老師做研究，兩人也

商量著結婚大事。算一算，這時亞歆二十八歲。打聽一下，北榮玉里分院也在徵

醫師助理，得知亞歆可能的異動，就提出邀請，跟著先生回到花蓮的亞歆又一次

隨順因緣到新的職場工作，開始了六年搭火車往返花蓮、玉里的日子。

火車通勤的時間夠久了，「門諾醫院壽豐分院剛好在招聘精神科專科護理師，

我就又過去了。」亞歆後來還接任專科護理師組長，但簡單總結「我不是當主管

的料，可能是自己很反骨，對事情太有自己的想法。」 在門諾醫院四、五年，完

成階段性任務交接後，2015 年 11 月再度回到花蓮慈濟醫院。

經過五家機構淬鍊累積經驗，15 年後，游亞歆又回到花蓮慈濟醫院精神科。

2016 年 6 月，亞歆取得慈濟大學護理系碩士學位，結束了四年的攻讀歲月。亞

歆當初念研究所選擇「專師組」，動機是想為專科護理師這種職務做點事，所以

研究主題為精神科專師的質性研究，包含為什麼想轉換工作、工作型態樣貌、未

來留任等問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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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沒有被說出來的想法或需求

精神科護理師在工作一陣子後會挫折，主因是精神科病人很常有的一種旋轉門

狀態；病人還在沒有病識感之前，會一直重複住院，讓護理師覺得「為什麼我這

麼努力了，他們又回來住院？」、「到底我的工作價值在哪裡？」亞歆同樣遇到

這樣的境遇，幸好她聽進了學長姊的提醒：「不應該期待像內外科治療，治了就

會痊癒，要把目標拉低，拉到他們的日常去看。」亞歆懂得了，「病人今天進來，

可以自己洗澡了，今天很棒！」從小地方給一點點一點點肯定開始，都算是進步，

也都算是護理師的成就。

臨床第一年的精神科護理照護，帶給亞歆職涯很好的開始與啟發。

「一位比我大不了幾歲，二十多歲早發性思覺失調的病人。我記得那時已過了

吃飯時間，大家都去午休了，他還不肯吃飯，一直很慌張。我陪了他好一陣子，

問他什麼都不講，他看起來也很餓，卻走來走去無法好好坐下來吃飯。好不容易

才告訴我，他聽到哥哥的聲音從保護室 ( 在餐廳的隔壁 ) 傳出來，哥哥被關在裡

面……我想，好吧，就開門給他看，裡面沒有人耶，看完他才比較安心吃飯。」

雖然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亞歆至今印象深刻，她說：「我覺得，有時你要聽聽

病人到底要說什麼，不是從他外顯行為或他說他不想吃飯，或許有別的原因。從

那時開始，我就比較會關注病人的一些沒有說出來的想法或需求。」

對待不能魯莽，即使他是精神疾患者

回顧至今的護理專師職涯，只有一次面臨比較危險的狀態。「那是在草屯，我

上大夜班，急性住院的一位五十多歲躁症阿伯，精力旺盛，不想睡覺，一直吵著

要寫字，但規定是就寢後不開燈，也不給借紙筆，只能睡覺，一方面也希望病人

作息規律，我要求他不要再寫字，便把他的筆帶走，他一下就過來抓著我的衣領，

我一下子嚇到了，但這病人有控制自己的力道，只是生氣的抓著我……」

亞歆沒有怪罪病人，只提醒自己「不能這麼魯莽」，她反省：「那時有點魯莽，

不是很尊重他。當下有點擺那種姿態。從此照顧病人更加謹慎，後來更懂得看病

人的眼神、反應、行為表現來應對。」如果覺得病人有點控制不住，可從病房移

到外面公共空間，或是請護安大哥一起處理。

有時被問及怎麼敢自己去查房，亞歆解釋，九成以上的病人都是狀態穩定的，

病人若有狀況、情緒反應，都會有徵兆。病人整個人變得暴力的狀況很少見，即

使發生，團隊也都有適合的對應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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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個月美國旅，展開為母新人生

2017 年，先生預計前往美國受訓，但這期間

父親罹癌，亞歆不放心，請先生先去美國，自

己則等到父親電療化療告一段落，病情穩定後，

亞歆申請留職停薪，於 2018 年 6 月前往美國。

「可能是專心休息，就懷孕了，還在美國生了小

孩！」苦等十多年沒有消息，居然在美國等到了

家裡的新成員出現，都是不在計畫中的事。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很像花蓮鳳林，很純樸鄉下

的感覺，亞歆忙著適應新環境，連工作證都申請

了，想多方體驗，誰知懷孕打亂了原有的安排，

也不知道父親的癌症復發轉移，因為父母不想打

擾她；等孩子出生，高齡的新手媽媽又是一陣手

忙腳亂，直到父親的意識狀態模糊，母親才打電

話告知「你爸又住院，狀況很不好……」亞歆才

恍然大悟，原來過去一段時間一直找不到父母或

短暫通話，就是因為父親又住院了。得知父親已

在用儀器及藥物延緩生命，亞歆心疼的忍痛跟母

親說：「不要再給爸用藥了，他這樣等我很痛苦

……」盡快趕辦手續，一家三口回到臺灣，那時

是 2019 年 8 月，可惜無法見到父親最後一面。

誰知年底就發生了新冠肺炎疫情，冥冥之中是父

親的幫忙？讓他們在疫情之前回到臺灣，而非困

在美國。 

精神科專師的一天日常

專師在臨床會面臨很多突發性的事情，人通常

不在辦公室，就是在病房，兩邊跑。

一位精神科專師平均照顧約十或十一位病人。

簡述亞歆專師的一天日常；上午八點半晨會，九

點開始查房，主要是跟著醫師，但若是醫師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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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就自己先查房，再彙整狀況與醫

師討論。約十點，坐在電腦前，協助醫

師治療相關事宜，然後接新病人。早上

十點及下午兩點兩個時段是接新病人的

時段，精神科急性病房周轉率高，常接

新病人；幾乎一兩天就接新病人，與新

病人的會談約一小時到一個半小時，結

束後，要跟醫師討論住院計畫、安排檢

查、用藥。一個病人至少兩個多小時，

時間很長，回來後要整理資料，寫病

歷，還要隔天準備晨會上報告新病人的

情形，要統整資料。

而在全院的所有專師，還有責任分

組，亞歆負責教育訓練及行政流程方面

的協助。

一切的學習，都回到自己身上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走精神科的關

係，我上了滿多靈性課程，都是一些自

我了解覺察的課程，我覺得，多了解自

己是怎麼樣的狀態，對自己或旁邊的人

是愈好的。你能夠接納自己，能夠看到

自己的樣貌，也比較能夠理解別人為什

麼會那樣，彈性會變比較大，也比較能

夠接受。」

亞歆談及當初想上這些課，是想著

「我學這些，可以給我的病人帶來什

麼？」後來發現，「一切學習成果都還

是回到自己，對自己更能夠接納，才有

辦法去接納別人。」

對於自始至終最愛精神科的亞歆，研

究所指導老師慈濟大學陸秀芳老師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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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她分享：「有學生志在精神科，卻被建議要先去內外科；現在的時空背景

已經不再如此，年代不同了。我訪談過精神科的主管，對於要走入精神科有沒有

什麼期待？得到的答案是：『老師，如果有興趣，要來趕快來，不要等到去內外

科五年三年才來，我們很難教。』」秀芳老師對學生貼切舉例：「如果妳愛一個

男朋友，會跟他說我先去愛別人再來愛你嗎？」秀芳老師說：「精神科病房有亞

歆在，有國誠阿長在，我們很放心把學生交過來給你們帶。」

而亞歆也強調精神科團隊運作的模式，「醫師、護理、心理師、社工師、職能

師，大家一起照護一個病人，不是孤軍奮戰，這點很重要。」病人有一些行為問

題，會跟心理師討論，怎麼調整；病人功能退化，則有職能治療師可以幫忙訓練，

專業合作又分工，給病人最適切的階段性照護。

喜愛思考，集思廣益己收穫

「這怎麼怪怪的，去看一下是怎麼了？」亞歆說自己有點雞婆，喜歡思考，解

決問題，看不過很多事情就會想去做。「可能因為專師這個職位，又有點可以被

尊重，提出一些想法，團隊的大家也願意來投入參與。如果在工作的地方我講什

麼都沒有辦法被看見聽見，應該也很難有歸屬感。」

至於怎麼在護理路上長長久久？亞歆承認自己常常也覺得累啊，但又還是在這

份工作上，「重點還是要喜歡這個工作。我們的個案很多情緒上的轉換，很耗腦力，

你跟個案互動，到底怎麼互動他才可能有一點點的鬆動，不是跟他講完話就結束，

後面還要思考很多，例如下次要怎麼跟他應對。如果你不喜歡，流於形式，問他『你

晚上睡得好不好？有吃飽嗎？心情好不好？』他告訴你還好，但卻會告訴另一個

人他的心事。萬一總是這樣，那要去反思，到底對這些病人花了多少心力在上面。」

「我們在辦公室還滿開放，會討論『我今天遇到狀況是怎麼樣？可以怎麼做？』

大家會集思廣益。會有很多啟發。確實會耗很多時間，要喜歡，這些都會回到自己，

成為自己的收穫。」

具備精神科護理的專業，有能力在災後為心靈受創者盡一分心力；在 2018 年花

蓮地震之後，亞歆隨團隊到寮房去關心受災鄉親；今年 (2021) 太魯閣號事故後，

也到消防局去進行衛教與心靈諮商輔導，希望減輕救災者的壓力反應。

承認自己無法當好全職媽媽，亞歆感謝幼齡的孩子乖巧好帶，感謝先生負責孩

子洗澡到睡覺前的時段，所以她做完家事就有空檔，不管是撰寫或點選專師甄審

培訓的題目，或偶爾熬夜準備教材幫照服員上課，她都覺得是隨分隨力，感受工

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與幸福。( 採訪協助／林芷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