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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負向報導，導致許多家長對子女就讀護理學系產生

疑問或思考轉系。想當初，我們充滿熱情，發誓立願從事護

理，要為病苦的病友與家庭服務，在他們生命的旅程中，成

為他們的貴人。我們體驗過幫助別人是很幸福的事，可以付

出自己的關愛給需要的人，是多麼欣喜的事，能夠在別人的

生命中寫下幾頁，是多麼榮耀與值得紀念的事。

時光荏苒，我們成為培育護理人才的教師，要如何扭轉媒

體的報導，「撥亂反正」呢？有什麼方法，讓同學對「做護理」

可以產生認同？

我們發現，將「服務學習」融入課程的設計，讓參與的學

子們從很小的地方找到付出的幸福，看到護理工作的價值。

而對於教師呢？要花自己額外的時間從事課室外的志願服務

教學？心情與想法又是如何呢？

省思服務學習的收穫後，原來，不僅學生自我肯定，老師

也學會放慢步調，找回護理的人本關懷；感受教學與志工服

務的差異，重新體會志願服務的喜樂與幸福；轉換心境放下

執著與堅持，重新調整服務與教學，看見了學生的成長與蛻

變，也是當教師所期望的最佳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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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一位資深的護理人，除了

參加各種進修課程外，究竟還可以有

那種方式可以幫助自己的成長？可以

單純體會喜悅的成長嗎？帶著這樣的

疑問，我和系上的教師伙伴開始不同

的學習──帶著剛學習舒適護理的二

年級同學，進入忙碌的病房進行服務，

而且只單純提供讓病人舒適的護理。

沒想到，我竟然喜歡上這種純粹服務

所帶來的快樂與滿足感。

這天，35 歲的病友說：「我昨天才

從加護病房上來，屁股很痛，護士說

我的屁股破了很多洞，真的很痛很痛

……我自己一個人在醫院，媽媽不知

道何時會來？我身上一堆管子，不知

道可不可以拔？什麼時候醫師要幫我

抽肚子的水呢？」若是依據以前帶學

生實習的經驗，我會以「例行護理」

的眼光，來看待這位病人的需求：協

助他換藥、與醫師討論如何處理他的

疼痛、尋找志工師姑的協助；心裡想

著還有其他病人要照顧，可能下意識

「有意或無意」的忽略了這位病人的

需求，告訴他「如果你有甚麼需要，

就按叫人鈴。」然後，就推著工作車、

帶著護生邁向另一床病友，繼續做著

「例行的護理」。

但是，我是帶著一群甚麼都不太

■ 文｜傅淑瑩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講師

多留五分鐘的感動
Touching Feelings Earned by 

Five More Minutes Stayed in Bed-side

抽離臨床實習指導者的角色，利用個人時間帶同

學服務學習，傅淑瑩老師發現多留點時間陪病人

與家屬，也讓自己重新發現護理工作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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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的護理菜鳥，要進行「舒適護理服

務」，我的角度頓時變得不一樣了！

同樣是在病房進行著服務，但我改變

了慣性的態度與行為，在服務病友過

程中，總是提醒自己一定要誠心誠意

地照護對方，而且在完成舒適服務後，

一定要「多留」在病友床側五分鐘，

好好地傾聽病友的心聲，同理他的心

情與感受，不管是焦慮、擔憂、孤獨、

或病苦，也要回應病友的疑問，協助

他確認需要了解的訊息。

沒想到這樣簡單的改變，竟然獲得

很正向的回響，病人回饋學生「你們

是關懷人的天使，謝謝！」；而參與

服務的學生們也表達「他自己一個人，

一定很害怕吧！」、「身上那麼多管

子，應該會很痛吧？！」、「他這樣

虛弱，應該無法自己洗澡，屁股那麼

多破洞，自己要怎麼塗藥啊？」

我發現，因為多留五分鐘的陪伴

與傾聽，學生對服務有了不一樣的體

會，他們學習去感受病友的心情與想

法，幫病人身體清潔過程中，能夠注

意到病人的隱私與不安，換藥時，動

作很輕柔，小心謹慎，不希望增加病

人的疼痛。同學在服務後，主動寄信

告訴老師「真正的病人與示範病房中

的安妮或同學是不同的，要謹慎地執

行每項服務，讓病人能夠在接受我們

服務的過程，真的可以感受到舒適與

受尊重；即使我們遇到困難，也要想

方法去克服，找出最適合病人的照顧

方式。」

結合服務學習與舒適護理的服務方

案，讓學生學習與經驗到我與自己、

我與他人的相處策略，學會尊重他人

的想法，能夠與伙伴合作和服務的正

面價值。因為服務學習，我自己也體

會到，要提供令人感動和幸福的護

理，一定要「將病人放在照護思維的

中心」，總是從病人的角度出發，去

思考他的需要是什麼？我能為他做什

麼？怎麼做，可以讓他最舒適或最有

幫忙？

這次服務學習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啟

發學生的「關懷心」，由同學服務過

程中的表現，以及病友給我們的回饋，

都讓我們看到同學的成長。而我在這

次服務學習中，重新找回護理的快樂

──從病人的角度進行照護、用心盡

心，病人「感心」，自然就能夠感受

到護理的快樂與幸福。

在教學中導入服務學習，不僅學生獲益，老師也

有重新充電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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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馬玉琴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講師

小小簡單的快樂
Little Simple Happiness

疑惑與破冰

一開始沒想太多，就回應同事的號

召，加入學生服務學習的團體。記得

第一次進入病房單位時，由於不是自

己的「地盤」，花了一些時間觀察並

暫時放手讓學生跟著單位的護理佐理

員，同時也讓自己有一些時間思考可

以讓學生做什麼？但第一次結束後，

自己決定，要主動去尋求適當的服務

對象。

所以，第二天我帶著 3 位學生，

向一位一位病人自我介紹，幸運的是

幾位老人家熱情地給學生機會，雖然

只是簡單的擦臉及按摩，至少學生踏

出第一步。這時，發現學生的話似乎

少了一些，老師自己與老人家聊得很

開心，於是結束時花了些時間與學生

討論為什麼不說話？學生紛紛回應不

知道該說什麼，或是不會說臺語。因

此，鼓勵學生回去與同學角色扮演，

練習聊天，同時告訴自己與學生，

「下一次來病房，換你們先跟阿公打

招呼。」只見學生遲疑但又一臉期待

的樣子，看起來是可以放手讓學生試

一試。

付出的確實幸福

一週很快過去，當一大早出門時

又忍不住問自己：「為什麼要答應幫

忙？」同時突然一個聲音又冒出腦袋：

「願意出門參加服務的學生其實是真

的很不錯，因為自己都會懶散了，更

何況是學生。」所以應該多看學生的

好，心情也就變得愉快些。慢慢地，

學生形容此次學習之旅是一種小小、簡單、卻很

難形容的快樂！帶領學生投入的馬玉琴老師也感

受到了。圖為老師與學生圍坐一圈進行反思討

論。攝影／林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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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五次及之後的服務，發現

學生也開始改變，變得會與老人家說

話，也有一些自信，也能自我肯定比

前一次更好，也有一些笑容。最後一

次服務學習時，自己帶 3 位學生到一

位 70 幾歲阿嬤床邊，照慣例與旁邊

陪伴的兒子說明我們的身分及服務的

時間與目的，兒子遲疑一會兒就拒絕

我們，雖然我們知道阿嬤還沒刷牙洗

臉也可能需要擦澡，但只能尊重家屬

的選擇。大約一小時後，我們在別間

病室幫其他老人家按摩時，我突然瞥

見阿嬤的兒子站在門口，他問我一個

問題：「你們做這些需要錢嗎？」我

趕緊解釋並問阿嬤也可以讓我們服務

嗎？他趕緊說好，也表示可以把媽媽

叫醒。

服務的快樂其實就如同學生形容的：

「一種小小、簡單、卻很難形容的快

樂！」帶領著學生的我也感受到這小

小的確實幸福喔！

當然，與同事們合作一起帶服務學

習，一定會經歷不同理念與想法的差

異，但這也是學習的一部分，必須放

下自己的堅持，回到做這件事的初衷，

時時提醒自己服務學習不等於基本護

理學先修班，答案就會逐漸明朗清楚。

對自己而言，護理，就從這一站開始。

很快地，為期一個月的服務學習已

近尾聲。這些二年級生沒有在醫院執

行護理活動的經驗，她們自願利用每

週兩次、每次 2-3 小時的課餘時間，

進到病房從事「舒適護理」的活動。

這也是我的「病房服務學習」初體驗，

以往我參與的是服務學習融入課程，

服務場域在社區中。這次是非課程式

服務學習，服務場域在醫院病房，讓

我的服務學習更多元。

在病房的經驗角色有兩種：一是年

輕時照顧病人的臨床護理師，二是近

年來帶學生實習的臨床教師；現在則

多了一個身分：志工。這個月在病房

■ 文｜孫宜孜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講師

青春活力再現
Brought Back to the Young and Brave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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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時覺得非常輕鬆及開心，才

察覺到，原來我在擔任臨床護理師及

臨床教師時，心裡總有著沉重的壓力

及擔心，因為我對個案的病情掌握及

治療進展有責任。而「舒適護理」的

志工身分，只要評估病人的舒適需求

並提供服務緩解不適，我們沒有必須

完成某護理措施的緊迫性，病人及家

屬對我們也沒有改善病情的治療期待，

因此能以自在的心情提供安適的服務。

這次的服務學習，既沒有實習進度壓

力、也不用急著要在某個時間點完成某

件事。優點是：服務的內容可以跟病人

及家屬討論，達成共識後才開始進行服

務，如此得以兼顧病人及家屬的需求、

又能考慮到學生的能力。曾有好幾位病

人原本說不需要我們的服務，但觀察了

我們的服務後，又主動要求幫忙洗頭、

擦澡、按摩；每次看著服務後，病人、

家屬滿意的表情及學生自信的笑容，心

中就有小小的感動。

這次的服務學習讓我重新體會大學

時代參與服務性社團的青春活力！藉

由一次次的服務經驗累積，我能更客

觀的觀察病人、家屬及醫療生態，也

省思到臨床繁重的護理工作，常使我

們必須選擇最急迫的護理措施來執

行，但卻無法充分滿足病人「舒適」

的需求。我學習到，在未來的護理工

作中，要更加留意病人的舒適品質，

讓病人及家屬能舒適無憂的享受治療；

在帶領學生臨床護理實習時，應提供

更多的支持鼓勵及學習機會，讓學生

能更有自信地達成學習目標。

看到同學從七手八腳地為病人服務，到逐漸體會到訣竅，同學因病人與家屬的回饋而滿足，孫宜孜老師

（右）也感覺自己再次擁有像學生時代玩社團的熱情。


